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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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2 -2392

LME 229175 -3050

4 月 30 日：

沪铜主力 1906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8810 元/吨，日

内最高 49070 元/吨，最低 48770 元/吨，收盘 48930 元/吨，

涨50元，涨幅0.1%。沪铜主力1906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15128

手至 115752 手，持仓量减少 9052 手至 178288 手。今日沪铜

主力偏强整理，全天站稳日均线，晚间关注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6410 美元/吨，收盘 6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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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开盘后在日均线下方窄幅震荡，午盘震

荡下行，尾盘有所反弹，收跌 0.02%。现货市场今日以下月票

为主，市场接货表现较前几日略有回升，低价货源成交尚可，

好铜湿法铜均有成交。宏观方面美指居高不下压制铜价，但中

美贸易新一轮磋商将于近日展开，市场乐观预期或将利好铜

价，3 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或将提振市场

信心。3月下游企业开工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五一假期备货

情绪一般，消费情况不及预期。短期内未有明显利好消息情况

下，铜价或以震荡整理为主，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8500-49100 元/吨。

行业热点

【嘉能可一季度铜产量同比下滑 7%】

嘉能可2019年一季度铜产量同比下滑7%至32.07万吨吨，

而去年一季度产量为 34.54 万吨。嘉能可表示，铜产量下滑的

主因是澳大利亚整体金属产量下滑，此前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

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并且赞比亚 Mopani 项目停产也对产量造

成影响。

【中国 4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0.1】

2019 年 4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

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2019 年 4 月

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3%，比上月回落 0.5 个

百分点，但仍位于较高扩张区间，表明非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

增长态势。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中国 4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0.5 50.5 50.1

美国 4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

指数
8.3 10 2

英国 4月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 -13 -12 -13

欧元区 4 月工业景气指数 -1.7 -2 -4.1

欧元区 4 月经济景气指数 105.5 105 104

数据来源：SHFE, LME

震荡格局尚在延续 备货结束成交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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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贴 30 贴 90 9:30-10:30

升 50 贴 30 贴 90 10:30-11:00

广东
/ 升 50 / 9:30-10:30

升 70 升 5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22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50-17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8930 元/吨，涨 70 元/吨；平

水铜均 48850 元/吨，涨 50 元/吨；湿法铜均 48790 元/吨，涨

50 元/吨；至二节，市场报价下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50 元/吨，

平水铜贴水 30 元/吨。湿法铜贴水 90 元/吨。市场今日以下月

票报价为主，因时间临近假期，多数贸易商均已进入假期状态，

市场报价聊聊，今日整体交投略显清淡。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8940-48960 元/吨，涨 50 元/

吨；平水 48920-48940 元/吨，涨 5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报

价较昨日基本持平，下月票好铜升水 70 元/吨，平水铜升水

50 元/吨；今日市场出货商情绪依然较为积极，但下游基本已

完成节前的备货，市场接货下滑，成交整体显一般。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9090-49110 元/吨，均价 49100 元/

吨，涨 70 元/吨，市场报价升 220 元/吨；近期周边冶炼企业

检修集中，导致货源显紧张，因此市场保持升水坚挺；近期成

交表现并不理想。

山东市场：市场冶炼企业零单报价少，地区大型企业检修，

冶炼厂出货数量有所下降，市场整体成交清淡。

重庆市场：1#铜 49030-49050 元/吨，均价 49040 元/吨，

涨 7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50-170 元/吨，市场升水较为坚挺。

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货源稍紧，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场成交较

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4月 26日 4月 19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21.97 23.67 -1.7

期交所（上海） 11.09 12.2 -1.11

期交所（广东） 4.37 4.84 -0.47

期交所（江苏） 5.47 5.57 -0.1

期交所（浙江） 1.02 1.04 -0.02

期交所（江西） 0.03 0.03 0

上海（非期交所） 0.8 0.8 0

广东（含期交所） 1.08 1.92 -0.84

重庆 0.12 0.16 -0.04

天津 0.08 0.17 -0.06

保税库（合计） 59.2 61.3 -2.1

全国（合计） 24.05 26.69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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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不变，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4300 元/吨，华

南地区报价 442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4100 元/吨；今日精

废差小幅扩大 50 元/吨为 1178 元/吨。持货商挺价意愿强烈，

且货源有所不足，市场成交平淡。近日，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

曹立平宣布：计划从 5 月 8 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一轮的强化

监督工作。预计将对国内废铜回收拆解产生部分影响。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600 元/吨；山东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600-6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50-6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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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650 元/吨；

铜板带：山东 T2 紫铜带均价 54620 元/吨，平，62 黄铜带均

价 4685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4460

元/吨，平；H62 黄铜带均价 4665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

今日铜价基本持平，后期关注中美谈判，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

坛带来宏观面的提振作用，山东市场，调研企业反馈；4 月份

铜板带消费尚可，产能利用率 75%-79%，今日整体成交尚可；

江西市场反馈；长单为主，以销定产，今日出货维稳。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265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6190 元

/吨，平。宁波 T2 紫铜棒 5490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6290

元/吨，平。今日浙江铜棒市场订单量一般，五一小长假，贸

易商会备两到三天成品库存，由于物流较为方便，下游制造企

业备成品库存较少。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475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7550

元/吨，+1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550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7800 元/吨，+100 元/吨。广东铜管市场订单量一般，

部分企业下调 200 元/吨加工费以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大型

企业评审过后订单一般一年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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