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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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24 +810

LME 146475 +200

1 月 29 日：

沪铜主力 1903 合约弱势盘整。开盘报价 47620 元/吨，日

内最高 47670 元/吨，最低 47350 元/吨，收盘 47580 元/吨，

跌 40 元，跌幅 0.08%。沪铜主力 1903 合约全天成交量 121536

手，持仓量减少 2694 手至 177368 手。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低位震荡为主，午后小幅反弹，但上行

力度受压，围绕 47550 元/吨一线盘整。

LME 铜开盘 5988.5 美元/吨，收盘 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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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呈现低位震荡运行，下跌近 0.08%。春

节假期将至，现货市场基本转淡，各地区询价报价寥寥无几，

市场交投较冷淡。目前基本面上几乎未有明显亮点，短期来看，

市场走势偏弱，关注近期宏观面上的变化，尤其是美国政府停

摆事件的后续进展和汇率市场变化，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7200-47900 元/吨。

行业热点

【哈萨克斯坦 2018 年铜矿开采量增加 8.2％】

2018 年，哈萨克斯坦的铜矿开采量同比增长 8.2%，达到

1.032 亿吨。铜精矿产量 1290 万吨(同比增长 15.7%)，铜锌矿

产量 480 万吨(同比增长 4.2%)，铜精矿铜产量 58.06 万吨(同

比增长 15.5%)。主要铜矿开采地是哈萨克斯坦东部(占该国总

产量的 37%)、巴甫洛达尔(30%)和卡拉干达(28%)地区。

【海亮股份收购 KME 集团旗下铜合金棒和铜管业务】

据媒体报道，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

与 KMEGermanyGmbH&Co.KG（以下简称“KME”）签署了《股权

资产购买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位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三

个铜合金棒生产工厂，以及位于德国、西班牙的两个铜管生产

工厂。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新西兰 12 月贸易帐(亿纽元) -9.55 1.5 2.64

新西兰 12 月进口(亿纽元) 58.6 53 52.2

新西兰 12 月出口(亿纽元) 49.1 55 54.8

新西兰 12 个月贸易帐(亿纽

元)
-55.1 -58.12 -58.6

澳大利亚12月NAB商业景气指

数
11 --- 2

数据来源：SHFE, LME

盘面呈现震荡格局 预料明日趋势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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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120 贴 180 贴 270 9:30-10:30

贴 120 贴 180 贴 270 10:30-11:00

广东
/ 升 60 / 9:30-10:30

升 40 升 10 / 10:30-11:00

山东 贴 130 当月合约

天津 贴 50-8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80-10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上海 1#升水铜均价 47250 元/吨，-390 元/吨；

平水铜均价 47190 元/吨，-390 元/吨；湿法铜均 47100 元/吨，

-39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较昨日继续下滑，至二节，市场下

月票报价好铜贴水 120 元/吨，平水铜贴水 180 元/吨。湿法铜

贴水 270 元/吨，今日市场贸易商出货者进一步减少，下游企

业询价拿货少，市场交投较为冷淡，整体成交少。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7400-47420 元/吨，-400 元/

吨；平水铜 47370-47390 元/吨，-40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

报价好铜升 40 元/吨，平水铜升 1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价格

随上海市场下调，市场成交数量寥寥无几；市场报价少，但报

价略显混乱。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7290-47320 元/吨，均价 47305 元/

吨，-370 元/吨；市场报价贴水 50-80，市场报价小有下调，

天津市场企业基本均已放假，询问价少。

山东市场：现货报价贴 130 元/吨。今日冶炼厂零单出货

较少，成交清淡。

重庆市场：1#铜 47450-47470 元/吨，均价 47460 元/吨，

-400 元/吨，报价升水 80-100，成交表现较为平淡。目前市场

节前备货基本进入尾声。

2019 年 01 月 18 日-01 月 25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01 月 25 日 01 月 18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1.97 10.09 1.88

期交所

上海 8.68 7.2 1.48

广东 0.93 0.52 0.41

江苏 1.8 1.81 -0.01

浙江 0.5 0.5 0

非期交所 上海 0.75 0.5 0.25

广东 0.53 0.61 -0.08

重庆 0.12 0.042 0.078

天津 0.05 0.03 0.02

保税库（合计） 48.3 46.3 2

全国（合计） 13.42 11.27 2.15

注：全国（合计）=期交所（全国）+非期交所（上海）+非期交所（广
东）+重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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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有所下跌，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2800 元/吨，

华南地区报价 427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2600 元/吨，价格

较上个交易日下跌 200；今日精废差有所缩窄，收窄 183 元/

吨至 1093 元/吨。持货商惜售情绪强烈，且市场货源有所不足，

市场成交平淡。2018 年 12 月份我国废铜进口量为 25 万吨，

较 11 月继续上升，环比上升 6.9%，同比下降 6.3%。2018 年

1-12 月合计 254.48 万吨，与 2017 年同期相比相比减 101.32

万吨，缩减幅度达到 28.48%。

下游市场

铜杆：华北铜杆市场今日价格暂无变动，8.0mm 铜杆今日加工

费 650 元 /吨。华东市场浙江地区今日 8.0mm 铜杆加工费

600 元/吨，安徽市场 8.0mm 铜杆加工费 600 元/吨，山东市

场 8.0mm 铜杆今日加工费出厂价 600-700 元/ 吨。华南市场

今日暂无调整，8.0mm 铜杆加工费维持在 650-750 元/吨。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299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500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235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590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临近年关，铜市下游企业陆续离市，

企业重心转向收款清算阶段，由于订单表现并不理想，本周铜

板带企业渐渐放假休市。今日铜价小幅下挫，市场拿货情绪偏

弱，成交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均价 5005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H62

黄铜棒均价 4459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均

价 5230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H62 黄铜棒均价 44790 元/

吨，下跌 300 元/吨。今日铜价反转下跌，调研江浙部分企业

表示年关期间铜材需求后押，但是整体对铜材需求量还是有

的，所以铜市场价格很可能表现为“欲扬先抑”。

铜管：广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2500 元/吨，跌 300 元/吨，H62

黄铜管均价 46300 元/吨，跌 300 元/吨，山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3450 元/吨，跌 300 元/吨，H62 黄铜管均价 46650 元/吨，跌

300 元/吨。市场陆续进入放假模式，库存备货完成，但生产

熔炉都并不会停，车间工人有些企业放 3天假，但也会安排人

进行值班；贸易商以收款结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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