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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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58 -6159

LME 186125 -2175

4 月 24 日：

沪铜主力 1906 合约低位运行。开盘报价 49050 元/吨，日

内最高 49130 元/吨，最低 48830 元/吨，收盘 48960 元/吨，

跌 190 元，跌幅 0.39%。沪铜主力 1906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30268 手至 149314 手，持仓量增加 2986 手至 190466 手。

今日沪铜主力低位运行为主，伦铜方面，依旧维持昨日震

荡走势，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6414.5 美元/吨，收盘 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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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夜沪铜受外盘影响先抑后扬，今日开盘后震荡下行跌至

日均线附近，午间稍有反弹，至尾盘收跌 0.39%。现货市场今

日持货商报价持续下调，下月票少量出现，但市场成交不佳，

预计报价仍有下降趋势。昨日多家公司财报亮眼，美股集体收

涨，美元强势导致铜价承压。铜精矿现货 TC 已降至相对低位，

在铜矿短暂性干扰性事件结束，冶炼厂的铜精矿长单供应充足

而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国内铜精矿供应紧张格局可能得到缓

解。近日下游铜材价格下调明显，但订单情况仍不容乐观，下

游消费疲软进一步看空铜价，短期内铜价或延续偏弱震荡格

局，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8500-49500 元/吨。

行业热点

【泰克或将出售旗下小型铜矿以集中资源开发 Quebrada

Blanca 铜矿】

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首席执行官 Don Lindsay 表

示，目前公司正将注意力放在旗下智利 Quebrada Blanca 铜矿

的扩建计划，预计将会在明年出售旗下 Zafranal 和 San

Nicolas 两座铜矿的部分或全部股份。泰克资源目前旗下拥有

8 座铜矿，公司正在审议这些铜矿的发展计划：是继续开发、

和合同商共同开发或是出售。

【智利 Antofagasta 公司一季度铜产量为 18.86 万吨 同比增

加 22.6%】

智利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公司周三公布一季度

金属及贵金属产量报告。 该公司表示，今年一季度铜产量为

188,600 吨，较上年同期的 153,800 吨增长 22.6%，受矿石品

位更好以及旗下 Centinela 矿产量增加提振。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新加坡 3月 CPI 年率 0.5 0.6 0.6

澳大利亚第一季度 CPI 年率 1.8 1.5 1.3

美国 4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

指数
10 10 3

澳大利亚至4月 21日当周 ANZ

消费者信心指数
115.3 -- 119.5

美国至 4月 20日当周 ICSC-高

盛连锁店销售年率
3.3 -- 1.4

数据来源：SHFE, LME

宏观利空施压铜价 需求疲态成交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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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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贴 30 贴 70 9:30-10:30

升 70 贴 30 贴 70 10:30-11:00

广东
/ 升 70 / 9:30-10:30

升 90 升 7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50-2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30-15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9070 元/吨，跌 150 元/吨；平

水铜均 48970 元/吨，跌 150 元/吨；湿法铜均 48930 元/吨，

跌 13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再有下调，行至二节，市场报

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70 元/吨，平水铜贴水 30 元/吨。湿法

铜贴水 70 元/吨。近期市场下游需求表现较弱，以至市场接货

表现不佳，尽管临近五一假期，但整体备货表现不佳。今日市

场成交表现较为清淡。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9080-49100 元/吨，跌 110 元/

吨；平水 49060-49080 元/吨，跌 12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报

价较昨日略显稳定，当月票好铜升水 90 元/吨，平水铜升水

70 元/吨；今日市场出货较积极，但市场接货表现并不理想，

成交表现略显平淡。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9150-49200 元/吨，均价 49175 元/

吨，跌 18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50-200 元/吨；近期周边冶炼

企业检修集中，市场升水坚挺；但目前地区下游需求不佳，货

物紧张局面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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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0-49150 元/吨，均价 49140 元/吨，

跌 14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30-150 元/吨，市场升水较为坚挺。

目前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场成交较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12 日-4 月 19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4月 19 日 4月 12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23.67 25.73 -0.85

期交所（上海） 12.2 14.01 -0.58

期交所（广东） 4.84 4.99 -0.15

期交所（江苏） 5.7 5.81 -0.24

期交所（浙江） 1.04 0.92 0.12

期交所（江西） 0.027 0.027 0

上海（非期交所） 0.8 0.6 0.2

广东（含期交所） 1.92 2.42 -0.5

重庆 0.16 0.14 0.02

天津 0.14 0.16 -0.02

保税库（合计） 61.3 59.8 1.5

全国（合计） 27.84 27.8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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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持平，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4400 元/吨，华

南地区报价 443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4200 元/吨；今日精

废差缩小 150 元/吨为 1190 元/吨。持货商挺价意愿强烈，且

货源有所不足，市场成交平淡。为促进广东省工业绿色发展，

推动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依据《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

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印发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

价管理的实施细则》，并将于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上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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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2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6850 元/吨，下跌 150 元/吨。江西 T2 紫铜

带均价 5446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6650

元/吨，下跌 150 元/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表示，中国三月

精炼铜同比增长 10.2%，据山东企业反馈，4 月份铜板带消费

尚可，产能利用率增长，今日整体成交尚可；江西市场反馈；

长单为主，以销定产，今日出货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2850 元/吨，-100 元/吨；H62 黄铜棒

46340 元/吨，-15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5100 元/吨，-100

元/吨；H62 黄铜棒 46440 元/吨，-150 元/吨。目前铜棒加工

企业大型加工企业多以废铜为原料，近期冶炼厂检修对生产影

响暂不明显，大型企业用套保减少风险；中高端产品订单需求

有待进一步开发，制造企业多数以稍低端铜棒产品做替代品。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4750 元/吨，-100 元/吨。H62 黄铜

管 47500 元/吨，-15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5700 元/吨，

-100 元/吨，H62 黄铜管 47850 元/吨，-150 元/吨。铜管市场

家电制冷行业需求较大，大型加工企业规范化生产，有市场竞

争力，订单量旺盛；中小型铜管加工厂订单缩减较为明显，尤

其是小型工厂，为了保证企业运转，不得不接其他较为低端工

艺较为复杂的铜管散单。后半年至一年，珠海东莞等其他地区

至少延后 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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