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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市场日报

期货市场

LME、SHFE 期货库存

期货市场 库存（单位：吨）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52277 +3452

LME 283125 -225

10 月 9 日：

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弱势盘整。开盘报价 46650 元/吨，日

内最高 46750 元/吨，最低 46520 元/吨，收盘 46600 元/吨，

跌 280 元，跌幅 0.6%。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17864 手至 99126 手，持仓量增加 1028 手至 192544 手。沪铜

主力收阴，跌落日均线，MACD 指标绿柱拉长，晚间等待外盘

指引。

LME 铜开盘 5683.5 美元/吨，收盘 5700 美元/吨（备注：

亚洲时段 LME 铜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明日观点

受市场情绪影响，今日沪铜主力跳空低开，触及一个月低

位，日间在日均线附近窄幅震荡，收跌 0.57%。现货市场今日

报价基本稳定，整体接货情绪表现平淡。宏观方面，经贸局势

再起波澜，引发市场对需求的担忧，同时，英国脱欧和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经济

衰退风险加剧，市场悲观情绪升温，铜价承压走低。基本面方

面，铜库存在国庆期间有所增加，预计将在随后的两周内逐渐

减少，废铜货源依旧偏紧，产业端利好因素为铜价提供底部支

撑。近日消费端有一定缓和迹象，但并不明显，短期内铜价或

维持底部震荡走势，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6450-46850 元/吨。

行业热点

【智利政府考虑关闭 Codelco 旗下 Ventanas 铜冶炼厂】

由于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2月初即将在智利召开，

考虑到声誉与经济利益，智利政府考虑关闭 Codelco 旗下

Ventanas 铜冶炼厂。尽管目前该消息尚未获得政府与 Codelco

的证实，但是据据 El Mercurio 报道，智利总统已将该决定通

知了科学部长安德烈斯·库夫和领导科学委员会的马萨罗哈斯，

并且该冶炼厂关闭的决定可能在 COP25 期间公布。

【8 月，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合计 491 万吨】

8 月份，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491 万吨，同比增长 4.4%，增

速同比回落 1.3 个百分点。其中，铜产量 80 万吨，增长 8.1%，

回落 2.4 个百分点；电解铝产量 297 万吨，下降 0.3%，去年同

期为增长 7.8%。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法国 9 月 BOF 商业信心指数 99 99 96

美国 9 月 NFIB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 103.2 102 101.8

美国 10 月 EIA WTI 原油一年远期均

价预期（美元/桶）
56.5 -- 54.45

美国 9月核心 PPI 年率 2.3 2.3 2

美国 9月 PPI 月率 0.1 0.1 -0.3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延续低位运行 下游接货表现不佳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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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铜市场

全国主流市场电解铜升贴水

市场 升水铜 平水铜 湿法铜 备注

上海
升 130 升 110 升 50 9:30-10:30

升 130 升 110 升 50 10:30-11:00

广东
/ 升 50 / 9:30-10:30

升 70 升 50 / 10:30-11:00

山东 升 10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00-17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00-13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上海 1#升水铜均价 46795 元/吨,跌 245 元/吨；

平水铜均 46775 元/吨，跌 245 元/吨；湿法铜均 46715 元/吨，

跌 275 元/吨；早间贸易商询盘情绪较为积极，升水略有上调，

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130 元/吨，平水铜升

水 110 元/吨，湿法铜升 50 元/吨，二节报价趋于稳定，平水

100 元/吨少有成交，主要以低价货源成交为主，多集中于贸

易商之间，整体接货表现并不理想。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6730-46740 元/吨，跌 245 元/

吨；平水 46710-46720 元/吨，跌 245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当

月票好铜升水 70 元/吨，平水铜升水 50 元/吨，今日铜价回落，

持货商挺价情绪浓厚，市场接货意愿较差，整体交投情况不佳，

平水 40 元/吨稍有成交。

天津市场：天津市场铜报 46760-46840 元/吨，均价 46800

元/吨，跌 22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00-170 元/吨，限产企业

陆续复产，市场价格偏高，成交不佳。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100 元/吨，冶炼

厂供长单为主，少量零单流通于市场，市场活跃度较低。

重庆市场：重庆 1#铜 46760-46800 元/吨，均价 46780 元

/吨，跌 270 元/吨，市场报 100-130 元/吨，下游接货意愿减

弱，成交平淡。

2019 年国庆期间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变化（单位：万吨）

市场 10 月 08日 9月 27日 增减

上海 10.22 7.93 2.29

广东 4.88 4.66 0.22

重庆 0.24 0.14 0.1

天津 0.26 0.18 0.08

保税库（合计） 30.9 29.4 1.5

全国（合计） 15.6 12.91 2.69

注：全国（合计）=上海+广东+重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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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下跌100元/吨，不含税不含运费的报价，

1#光亮铜华东地区回收报价 43000 元/吨，华南地区回收报价

43100 元/吨，华北地区回收报价 43000 元/吨；今日精废差

1236 元/吨。精废差收窄 134 元/吨，据了解，山东市场华东

金属城，由于环保督察，市场上废铜成交偏淡。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750 元/吨；山东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 700-7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

费 500-5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

吨出厂；江西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吨；华南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价 550-650 元/吨。据反映，华东地区今

日订单较好，下游拿货较为积极。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35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35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290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45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安徽市场铜板带 9月产量基本维稳，

订单需求有所改善，开工率小幅上涨；广东市场节后出货量

大幅提升，下游集中提货，大部分为国庆节前订单，开工率

小幅上滑。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150 元/吨，跌 230 元/吨；H62 黄铜

棒 42070 元/吨，跌 34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2300 元/吨，

跌 230 元/吨；H62 黄铜棒 42170 元/吨，跌 340 元/吨。今日

铜棒市场订单量一般，消费起色不大，企业按需采购。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1890 元/吨，跌 230 元/吨；H62 黄铜

管 43420 元/吨，跌 14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3790 元/吨，

跌 230 元/吨；H62 黄铜管 43770 元/吨，跌 140 元/吨。今日

调研铜管市场成交清淡，市场观望情绪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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