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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观点观点观点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周铜价继上周暴跌之后再次出现大幅走低，期铜 1502 本周最高 42310 元，

最低出现在周五 41000 元，下跌幅度 1310 元；现货市场成交表现清淡，铜价跌

破成本线之后再次大幅下探，成本支撑动力已不复存在，企业悲观情绪浓厚，采

购谨慎态度明显，目前市场心态以空头为主，铜价最低看至 38000 元左右。市场

对国内需求预期较差使铜价持续走低，加上供需实际已经失衡，使铜价“雪上加

霜”。

行业精选行业精选行业精选行业精选
1、欧版 QE 重创欧元至11年新低 美元指数大涨1.64%

2、央行再释宽松信号 时隔一年重启逆回购

3、江西九江发现两大型铜矿 预计储藏量150万吨

4、工信部：2014年精炼铜产量796万吨 同比增长13.8%

5、铜价重挫 赞比亚半数铜矿或陷入亏损

有色价格有色价格有色价格有色价格
时间 上海地区 广州地区 重庆地区 山东地区 沈阳地区

2015-1-19 41870-41990 41950-42150 42270-42390 41950-42050 42400-42600

2015-1-20 41640-41760 41730-41930 42040-42160 41750-41850 42200-42400

2015-1-21 41540-41660 41650-41850 41940-42060 41600-41750 42000-42200

2015-1-22 41860-41980 41920-42120 42260-42380 41900-42000 42200-42400

2015-1-23 41360-41480 41370-41570 41760-41880 41400-41500 41700-4190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有色视界有色视界有色视界有色视界

现货市场现货市场现货市场现货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2014 年精炼铜产量增加 13.7%至 796 万吨，对此数据各

方不一而论。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下游消费端疲软，铜市场正面临供给过剩

的压力。多数业内人士对于 2015 年的铜价走势不乐观，但预计在当前价格水平

上短期内还难现减产潮。周四晚间欧洲央行利率决议维持利率不变，并推迟万亿

规模的购债计划，引发金融市场出现较大震动，而 LME 伦铜走势表现平静，收盘

下跌 1%或 59.5 美元，报收于 5620 美元，昨日 LME 铜现货对三月期升水 31.5 美

元/吨，上升 1.5 美元，未摆脱回落趋势。现货市场方面已经表现很清楚，下游

方面接货意愿仍然衰弱，似乎并未见到所谓的“底部”。

下周预判下周预判下周预判下周预判

我的有色网认为：从目前现货市场来看，铜价目前主要受阻于仓单的变化，

在多空交织的氛围当中，往往仓单的变化会演绎出铜价的“疯狂”。从本周情况

来看，多头仓单似乎意识到无力回天，坚持的信念开始倒塌，不过也只是一部分，

而空头大军正在市场“炫耀武力”，不过也并不是团结一致的，一旦出现风吹草

动，空多大军的叛变速度将会令市场吃惊，因此从目前来看，铜价受制于需求的

疲软，走低趋势表现明显，但后市变化取决仓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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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精矿市场一、铜精矿市场一、铜精矿市场一、铜精矿市场

1111、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

国内市场，本周铜精矿价格呈现由平稳至骤降的过程。周一价格价格上涨，各地价格上

调70元/吨至90元/吨不等；周二周三价格维稳；周四价格微涨，上涨幅度在40元/吨至55元/

吨之间；周五受电解铜价格影响，价格突降，下降区间在100元/吨至145元/吨之间。本周均

价较上周均价下跌215元/吨至290元/吨。市场的消费没有明显改善，供应量仍充足，冶炼厂

拿货热情不高，市场交投整体较为冷清。国内消息，一方面，一批本月初从摩洛哥进口的铜

矿，因放射性指标和重金属铅含量严重超标，已被九江口岸退运。这批铜矿共13个标准集装

箱，计318.1吨。经九江市进出口检验检疫局检测，发现该批货物放射性指标超标10倍以上，

重金属铅含量也严重超标；另一方面，江西九江初步探明两个铜矿，预计可提交铜资源量150

万吨。目前国内主要市场采购计价系数如下：湖北大冶地区 20%品味铜精矿含税到厂计价系

数81%，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计价系数 79%（含税），上海港22%品味铜矿含税计价

系数 80%-81%。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19-2319-2319-2319-23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
单位：元/吨

日期 丹东港20% 大连港

20%

青岛港

18%-20%

天津港

15%-18%

上海港

20%-24%

连云港

20%

南通港

20%

宁波港

18%-20%

黄埔港

20%-23%

1月19日 7380 7370 7020 6845 9145 7600 7890 6620 8040

1月20日 7380 7370 7020 6845 9145 7600 7890 6620 8040

1月21日 7380 7370 7020 6845 9145 7600 7890 6620 8040

1月22日 7425 7415 7065 6885 9200 7645 7935 6665 8090

1月23日 7310 7300 6950 6785 9060 7530 7820 6550 7975

周均价 7375 7365 7015 6840 9140 7595 7885 6615 8035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222、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

国际市场上，本周聚焦赞比亚和印尼动态。赞比亚是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一方面，随

着铜价暴跌至五年半低位附近，目前赞比亚铜产量的一半以上处于亏损状态。而根据在1月1

日生效的新的矿区使用费机制，露天矿现在要求支付收入的20%作为使用费，而此前的比例仅

为6%；地下矿的缴纳比例则从以前的6%升至8%。税费的上涨必将严重影响赞比亚矿业的运行。

于是赞比亚正在与矿业公司就最近矿区使用费的上调展开谈判，决定在不损害行业情况下的

最佳矿产收入分享方式。另一方面坦赞铁路用于铜出口的路段于周五重新开放，此前两国边

境工人结束罢工。印尼动态，自由港迈克墨伦公司(FreeportMcMoRan)印尼分公司有望躲开铜

精矿出口被取消的厄运，该公司周四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将耗资23亿美元与印尼企业合作

在东爪哇省修建铜冶炼厂。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42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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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炼铜市场二、精炼铜市场二、精炼铜市场二、精炼铜市场

1111、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
本周内电解铜升贴水主要呈下降趋势。周一跳空低开大幅震荡，因周一市场参与者较少，

升水维持较稳定的130。周二再度跳空低开且日内有两次大幅下跌，升水随行就市，有些许回

涨。交易前两天无明显备货，成交不善。周三数据好于预期，沪铜反弹回升，但市场参与者

仍较少，升水无明显变动。周四沪铜高开反弹回升，但贸易商有抛货情绪，致使升水掉回50，

且当日成交也未有大幅提高，仅有刚需备货。周五沪铜出乎大家意料，出现千点以上波动，

仅仅能维持升水报价，下午成交有些许改善，但贸易商、下游多观望。

表表表表二二二二 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日期

上海

成交及市场
升贴水 c=贴水 b=升水

贵溪 四大牌 升水铜 平水铜 湿法铜

99.99% 99.99% 99.99% 99.95% 99.90%

2015-1-19 b130 b120-b130 b100-b120 b50-b80 b10-b30 需求弱供需参与少成交差

2015-1-20 b130-b160 b120-b150 b100-b120 b60-b90 b20-b40 需求弱升水较乱成交差

2015-1-21 b120-b130 b110-b120 b90-b110 b50-b80 b10-b30 需求弱下月票成交差

2015-1-22 b80-b100 b80-b90 b70-b80 b20-b50 c20-b10 当月+20,出货很多接货少

2015-1-23 b20-b30 b10-b20 b0-b10 c50-c20 c80-c60 货源多升水降备货未起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222、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

本周美金铜仓单整体成交表现不错，但周五成交量明显下降，因铜价出现大幅走低，国

内需求再次下降，沪伦比值回归 7.2 之下，导致美金铜市场成交不活跃。

美金铜报价升水维持 70-90 美元/吨左右，目前到岸升水维持低位，但随着市场油价的不

断走低，美金铜升水或出现下跌。另外铜价的下滑，导致市场采购需求谨慎，从而使交易清

淡，美金铜升水也将缺少支撑动力。

沪伦比值反映出进口铜价和国内铜价基差较大，本周沪伦比值维持 7.2 以上直至周五，

出现下降至 7.17 左右。

周一、沪伦比值 7.23，倒挂价格回归在 1400 元/吨，贸易商报关进口量下降；周一市场

消费低迷，抑制清关数量，据调查周一上海市场清关数量在 6500 吨左右，当日市场报价主流

在 70 美元/吨左右。

周二，沪伦比值 7.28，表现增长，美金铜保税区转口贸易成交稍有好转，加上国内采购

量小幅回升，使美金铜升水小幅回升 5美元至 75 美元/吨。

周三、周四、沪伦比值维持 7.2 以上，市场成交量维持增长趋势，美金铜升水维持至 75-80

美元/吨，成交表现一般。

周五沪伦比值 7.11 左右，沪伦明显下降，市场由于铜价大幅下跌使成交明显清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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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清关量也大幅缩水，不过本周总体保税区库存依然是下降趋势，目前据我的有色网统

计大概 56 万吨左右。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

日期 最低 最高 均价（美元）

2015-1-19 80 90 85

2015-1-20 80 90 85

2015-1-21 80 90 85

2015-1-22 80 90 85

2015-1-23 75 85 8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本周美金铜仓单价格表现出先扬后抑，基本在 5580-6110 美元/吨交易，目前国际市场需

求表现同样不佳，欧洲市场占据全球 15%铜消费量，其表现出现明显缩水，而据市场消息，菲

律宾、印尼铜矿将会放宽限制政策，因此铜矿供应量过剩将会慢慢转向精铜供应，从而使国

际市场供应过剩，打压铜价回升。

从升贴水数据表明，目前市场交易依然处于清淡氛围，短期内或难以改善，不过升水可

以在铜价下跌趋势中维持坚挺，表明目前保税区市场依然有一定的支撑，主要在于转口贸易

和融资需求。因此美金铜仓单价格或将再次走低，但其升水价格将维持目前水准。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

日期 最低 最高 均价（美元）

2015-1-19 5750 5760 5755

2015-1-20 5793 5803 5798

2015-1-21 5816.5 5826.5 5821.5

2015-1-22 5759.5 5769.5 5764.5

2015-1-23 5708 5718 5713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3333、、、、下周下周下周下周铜市场趋势调查铜市场趋势调查铜市场趋势调查铜市场趋势调查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评论评论评论评论：：：：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宣布从 3 月起每个月购买 600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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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 2016 年 9 月，若欧元区通胀回升接近 2%则会停止购债。如果持续到明年 9月的话，总

规模接近 1.2 万亿欧元。1月中国汇丰 PMI 初值 49.8，高于 49.5 的预期，为连续第二个月低

于 50 的枯荣线。中国国家电网公布今年电网投资增加 9%，而不是原先公布的增加 24%，因周

四公布去年投资数据高于原本公布的数字。

本周伦铜表现略显坚挺，震幅超 200 美金收窄于前周，最高触及 5805 最低下探至 5590，

技术支撑作用不强，而受多空博弈争夺盘面震荡整理。隔夜外盘上冲动能减弱，不断下探至

5656 附近，整数关口现小幅支撑，今表现不佳，继续下探一度打破 5600 关口，技术上两小时

线区间 5600-5680 区间持续调整，晚间或继续小幅上冲，但注意布林带通道周线压力 5850 一

线走势。沪铜主力换月 1504 合约不断跳空开盘，或主要受夜盘伦铜带动，隔夜再次小幅跳空

低开后上冲不足，很快回落至 40900 附近支撑位，技术支撑难度大，且上方不断施压。今开

盘回落，午盘后围绕 40600 上下整理，符合预期，尾盘上翘或面临再次蓄势上冲。注意周线

42000 位置压力走势。关注周末希腊选举变化。

三、铜材市场三、铜材市场三、铜材市场三、铜材市场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精炼铜产量796万吨，同比增长13.8%，而铜材同比增长

13.13%达1784万吨，远高于我们的预期，从市场来看，或有部分为重复统计导致，因此投资

者多认为该数据过于良好。从了解来看，整个2014年铜材行业表现一般，个别企业销量增长

有所盈利，而大部分处于产销平衡状态，而且超过80%以上企业没有实现达产，主因2014年经

济低迷令市场投资者信心不足，消费终端难受提振，而政策的支撑和刺激作用难有实际带动。

对于2015年尽管投资增长明显，国家政策企业扶持等不断增强，但企业对于消费的预期仍然

较差，且行业内的过剩令投资者更倾向于高精尖市场。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本周铜价低位略稳，市场信心受国外政策提振有所缓和，但消费的持续低

迷或导致春节前后难有大的增长。本周铜板带加工企业报价不断调整，终端接货情况时好时

坏，且无明显补库备货情况，令投资者谨慎看好后市上涨空间。

据市场反馈，2015年铜板带加工行业或有较大调整，多数企业继续增产扩能，以占领高

精尖市场，而预期表现或受政策和资金因素影响，因此投资者并未过早看好。

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受铜价持续低位震荡影响，铜杆线市场报价积极，而拿货者寥寥，尽管市

场预期的电网投资和家电等消费市场向好，但企业间观望心态浓厚，且年底多数家电企业去

库存情况依然存在，因此生产情况不足，无大量备货迹象。现货加工费不断调整，终端市场

拿货需求收窄，贸易商入市接货意愿不强，进出口市场政策变化无强力带动，加工企业继续

面临各种风险困境。

四、废铜市场评述四、废铜市场评述四、废铜市场评述四、废铜市场评述
废铜交易已经被一些市场参与者视为“禁地”。本周废铜主要市场因电解铜价格震荡不定

而变得甚为平淡，总体表现羸弱。随着国内市场对废铜需求的减少，以及废铜价格的低迷，

贸易商的废铜进口量有所下降，市场进口货源较少。持货商出货意愿不强，且精废价差继续

收窄，废旧市场操作难度增大。受部分冶炼和再生回收企业影响，市场货源略偏紧，而国外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data.f139.com/list.do?pid=1
http://biz.f139.com/sell/list.do?v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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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废铜货源进口不多，参与者或有期待新一年进出口市场政策支撑，而对于需求持货商还是

抱有希望，认为再生拆解市场仍然值得关注的方向。

五、行业精选五、行业精选五、行业精选五、行业精选

1、周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如市场预期宣布了一个全面的量化宽松措施，每个月600

亿欧元的政府债券采购规模甚至略高于之前泄露出的规划，欧元兑多种主要货币的汇率迅速

跌至多年低位，美元指数全天交易中大涨1.64%。全文链接

2、在全球一片降息潮中，央行也在公开市场打破“沉寂”，于昨日重启时隔1年的7天期

逆回购，结合新年加码续作的3月期中期借贷便利(MLF)，中短期结合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释

放出春节前维稳资金面的宽松信号。全文链接

3、2014年该局探明或初步探明大型规模矿床6个，中型矿床11个，小型矿床21个，潜在

经济价值1050亿元，在九江和瑞昌两个铜矿勘查预计可提交铜资源量150万吨，为江西近30年

铜矿找矿最好成果。全文链接

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周三公布，2014年中国精炼铜产量796万吨，同比增长13.8%。刊

登在工信部网站上的新闻稿称，2014年原铝、铅、锌产量分别为2，438万吨、422万吨、583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7.7%、-5.5%、7%。其中，其中原铝增幅回落2个百分点。2014年铜材和

铝材产量分别为1，784万吨和4，846万吨，分别增长为13.3%和18.6%，增幅分别回落11.7个

百分点和5.4个百分点。2014年有色金属产量保持平稳增长，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4，417万吨，

同比增长7.2%，增速回落2.7个百分点。全文链接

5、非洲第二大铜产国赞比亚矿业协会主席西卡莫（JacksonSikamo）表示，铜价大跌可

能将令该国约半数的铜矿生产陷入亏损。西卡莫指出，协会非常担忧铜价跌势的发展，因该

国有一些相当老旧的铜矿，其生产成本也较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赞比亚铜产业占

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占该国出口收入的比重更高达70%。全文链接

六、后市展望六、后市展望六、后市展望六、后市展望
我的有色网认为：本周铜价持续下跌主因是国内需求低迷，加上市场对铜后市预期下降，

另外市场供应量增长也同时给铜价一记重拳。从目前现货市场来看，冶炼企业开工，下游订

单情况似乎对铜价没有什么影响，而铜价目前主要受阻于仓单的变化，在多空交织的氛围当

中，往往仓单的变化会演绎出铜价的“疯狂”，从本周情况来看，多头仓单似乎意识到无力

回天，坚持的信念开始倒塌，不过也只是一部分，而空头大军正在市场“炫耀武力”，不过

也并不是团结一致的，一旦出现风吹草动，空多大军的叛变速度将会令市场吃惊，因此从目

前来看，铜价受制于需求的疲软，走低趋势表现明显，但后市变化取决仓单变化。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5082.html
http://finance.glinfo.com/15/0123/09/06628FD72FF83A20.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27.html
http://finance.glinfo.com/15/0123/06/C98602510285E483.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info.glinfo.com/15/0122/09/F958AA6350FCFA8A.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427.html
http://info.glinfo.com/15/0122/06/189630E98C2ECCB1.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6204.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657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657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120/06/F948DFF043368F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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