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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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65 +3322

LME 191725 -2525

5 月 16 日：

沪铜主力 1907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7550 元/吨，日

内最高 47920 元/吨，最低 47550 元/吨，收盘 47790 元/吨，

涨 190 元，涨幅 0.4%。沪铜主力 1907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33094 手至 126132 手，持仓量减少 1368 手至 214246 手。今

日沪铜主力低开高走，全天高位整理，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6083 美元/吨，收盘 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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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沪铜受外盘指引震荡上行，今日开盘后在日均线上方

震荡整理为主，至尾盘收涨 0.4%。现货市场交割过后今日交

投活跃，平水铜成交表现最好，报价坚挺，好铜湿法铜略显不

佳，报价有所下调。中国 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三月有所

回落，主要受季节性影响。近两日市场宏观紧张情绪有所降温，

美元指数偏弱震荡，铜价在大跌之后开始小幅反弹，当前铜供

需仍处于紧平衡格局，铜库存在冶炼厂检修和消费旺季推动下

持续减少，对铜价形成一定支撑。短期内在宏观利空因素消化

后，铜价有望延续偏强震荡模式，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7550-48200 元/吨。

行业热点

【Codelco 与 Salvador 铜矿工会达成新的劳工协议】

智利国家矿业公司 Codelco 周三表示，已与智利北部小型

铜矿 Salvador 的监管工会达成新的劳工协议。Codelco 在声明

中表示，此次新的劳工协议将维持之前的福利条件不变，有效

期为 36 个月。

【斯柯达 4 月全球销量近 10 万辆 在华大跌 40%】

今年 4月份，斯柯达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共交付 95,900 辆新车，

较去年同期的 107,100 辆同比下降 10.5%，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因为中国国汽车市场的销量下滑。尽管如此，斯柯达在欧洲地

区表现依然不错，在瑞士（同比增长 36.4%）、克罗地亚（同

比增长 32%）、奥地利（同比增长 14.1%）和法国（同比增长

9.5%）等地区均实现了销量增长。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欧元区第一季度季调后就业

人数季率
0.3 0.3 0.3

澳大利亚 4 月季调后失业率

（%）
5 5.1 5.2

美国 5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

数
10.1 8.5 17.8

美国 5月 NAHB 房价市场指数 63 64 66

美国 4月工业产出月率 -0.1 0 -0.5

数据来源：SHFE, LME

铜价继续稳步回升 供应显露偏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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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升 30 贴 40 9:30-10:30

升 100-110 升 30 贴 50 10:30-11:00

广东
/ 升 60 / 9:30-10:30

升 70 升 6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250-3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50-17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7870 元/吨，涨 230 元/吨；平水

铜均 47800 元/吨，涨 230 元/吨；湿法铜均 47720 元/吨，涨 200

元/吨。交割过后，市场报价有所下调，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

票报价好铜升水 100 元/吨，平水铜升水 30 元/吨，湿法铜贴水

50 元/吨。今日平水铜今日成交表现不错，整体交投活跃，下游

接货表现较为一般。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7830-47850 元/吨，涨 230 元/

吨；平水 47820-47840 元/吨，涨 240 元/吨；交割后，上次杭报

价略有下调，当月票好铜升水 70 元/吨，平水铜升水 60 元/吨；

市场成交表现不错，出货者少，但接货者多。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8020-48070 元/吨，均价 48045 元/

吨，涨 275 元/吨，市场报价升 250-300 元/吨；近期市场货源供

应偏紧张，内蒙冶炼厂进入检修状态，山东地区发货以长单为主，

因此零单报价高。

山东市场：市场冶炼企业零单报价少，近来冶炼企业检修多，

加之近期盘面大幅下跌，冶炼厂出货以长单供应为主，零单出货

少。

重庆市场：1#铜 47920-47940 元/吨，均价 47930 元/吨，涨

31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50-170 元/吨。近期重庆地区整体货源

供应偏紧，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场成交较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26 日-5 月 10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5月 10 日 4 月 26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9.42 21.97 -2.55

期交所（上海） 9.45 11.09 -1.64

期交所（广东） 3.71 4.37 -0.66

期交所（江苏） 5.23 5.47 -0.24

期交所（浙江） 1 1.02 -0.02

期交所（江西） 0.03 0.03 0

上海（非期交所） 1 0.8 0.2

广东（含期交所） 1.41 1.08 0.33

重庆 0.22 0.12 0.1

天津 0.23 0.08 0.15

保税库（合计） 57.9 59.2 -1.3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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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上涨 100 元/吨，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36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435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3400 元/

吨；今日精废差扩大 122 元/吨为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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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

轮环保督查启动，为期三年。2019 第二轮环保督查，先从不

合格废品回收站下手！第一轮环保督察已告一段落，回顾 2018

年，处罚案件18.6 万件，出动 200 多个督查组，罚款数额 152.8

亿元。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国固体废物进口总量同比减少

46.5%。预计将对国内废铜拆解回收产生部分影响。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750 元/吨；山东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65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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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4140 元/吨，上涨 3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505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3500 元/吨，上涨 3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605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洛阳市场大型企业反馈 4 月产量下滑

50%左右，消费惨淡，下游行业变压器出货稍好，其余十分萎

靡。今日铜价小幅上涨，市场按需采购为主，铜板带市场整体

成交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1600 元/吨，+250 元/吨；H62 黄铜棒

45590 元/吨，+25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3850 元/吨，+250

元/吨；H62 黄铜棒 45690 元/吨，+250 元/吨。今日调研浙江

铜棒加工企业，如果贸易摩擦长期继续持续，对铜棒市场后期

表现消极态度，今日订单量尚可，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所下降。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3700 元/吨，+250 元/吨。H62 黄铜

管 46850 元/吨，+25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4450 元/吨，

+250 元/吨，H62 黄铜管 47100 元/吨，+250 元/吨。今日铜管

订单量与前几天持平，下游消费企业备货情绪略减，但是贸易

商有一定的备货需求，铜管加工企业原料库存大概 3-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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