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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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26 +202

LME 174200 -1200

（备注：SHFE 为当日库存，LME 为前一日库存。）

11 月 8 日：

沪铜主力 1901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9630 元/吨，日

内最高 49690 元/吨，最低 49310 元/吨，收盘 49370 元/吨，

跌 130 元，跌幅 0.26%。沪铜主力 1901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27666 手至 159576 手，持仓量增加 526 手至 182450 手。

LME 铜开盘 6152 美元/吨，收盘 6146 美元/吨（备注：亚

洲时段 LME 铜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宏观·热点

【Outotec 将在印度尼西亚设计一个铜冶炼厂】

据媒体报道，Outotec 已经签署了一份位于印度尼西亚桑

巴瓦贝尼特湾的新铜冶炼厂前端工程设计（FEED）的合同。合

同合作伙伴是铜、金生产商 PT 安曼矿业公司 NUSA-TungARA

的子公司。这份价值约 1000 万欧元合同已被预订在 Outotec

公司 2018 季度第四季度订单中。

【铜价波动 可能促成矿企行业“洗牌”】

澳大利亚生产商 OZMineralsLtd.称，铜价的波动可能为

抢购开发项目创造机会，因为对前景的谨慎可能会阻碍小型矿

业公司的融资步伐.OZMinerals 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科尔

(AndrewCol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足以撼动市场，人们突

然开始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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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升 70 贴 40 9:30-10:30

升 90 升 60 贴 50 10:30-11:00

广东
/ 升 10-30 / 9:30-10:30

升 20-30 升 10-20 / 10:30-11:00

山东 贴 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80-1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80-10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 49630 元/吨，+140 元/吨；平水铜

均 49600 元/吨，+140 元/吨；湿法铜均 49490 元/吨，+130 元

/吨。今日现货报价十分坚挺，好铜升 90 元/吨，平水铜升 60

元/吨，湿法铜贴 50 元/吨，尽管市场成交清淡，但贸易商普

遍不愿意调价。进博会影响持续中，多处仓库限载；

广东市场：好铜 449550-49580 元/吨，+130 元/吨；平水

铜 49530-49570 元/吨，+145 元/吨。现货升贴水维持稳定，

好铜升 30 元/吨，平水铜升 10-20 元/吨，成交清淡。8日统计

广东现货库存继续小幅减少 536 吨至 3.99 万吨。注：今日统

计库存为昨日实际库存；

天津市场：1#铜 49620-49640 元/吨，均价 49630 元/吨，

+120 元/吨；现货升贴水维稳，升 80-100 元，东北地区铜杆企

业进入淡季，市场拿货需求不佳，成交清淡；

山东市场：冶炼企业报价维稳，当月合约贴 0 元，当地大

型冶炼厂出货正常，成交一般；

重庆市场：1#铜 49630-49650 元/吨，均价 49640 元/吨，

+120 元/吨，升贴水小幅下行，升 80-90，成交清淡。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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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继续持稳不变，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40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441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4000 元/

吨，价格较昨日持平：今日精废差有所回升，扩大 145 元/吨

至 1745 元/吨。持货商惜售情绪又起，报价坚挺，市场成交平

淡。国内环保政策再加砝码，昨日，河北省环保厅联合各级政

府部门，在其境内开展”利剑斩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排污

和环境治理问题。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加工费较昨日无变化，8mm 铜杆 650-750

元/吨出厂，华北市场成交平淡；华东市场 8mm 铜杆 650-750

元/吨出厂，加工费基本不变，订单情况尚可；山东铜杆市场

成交平淡，加工费整体区间 600-700 元/吨；华南市场无明显

变化，目前加工费 600-700 元/吨出厂。目前北方市场已经开

始进入淡季，后期需求上不会有太大改观。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429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5900 元/吨，持平。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3650 元/吨，

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6800 元/吨，持平。广东地区调研企

业反馈铜板带消费较差，产品价格竞争激烈，采取议价模式抢

单；浙江地区需求仍不乐观，磷铜板带下游电器设备如连接器、

变压器及电子冲压件行业接货稍好。今日铜板带总体成交清

淡。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均价 51900 元/吨，价格不变，H62 黄铜

棒均价 45690 元/吨，价格不变。宁波 T2 紫铜棒均价 52150

元/吨，价格不变，H62 黄铜棒均价 45840 元/吨，价格不变。

今天铜价波动不大，今日市场铜棒生产企业销售情况一般，下

游接货情况无太大变化，依旧是以长单为主，散单较少，整体

情况较为平稳。

铜管：广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4400 元/吨，平，H62 黄铜管均

价 47650 元/吨，平，山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5200 元/吨，平，

H62 黄铜管均价 48100 元/吨，平。据调研，目前铜管依然处

于供过于求的局面，加上房地产形势不是很乐观，2016-2017

增长的局面已经不在，交货期的时间缩短在 7 天内，加上整个

经济大环境的形势也不是很好，预计明年的铜管市场依旧不是

很乐观。

2018 年 11 月 2 日-10 月 26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11 月 2 日 10 月 26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4.75 14.89 -0.14

期交所

上海 8.95 8.98 -0.03

广东 3.14 3.15 -0.01

江苏 2.3 2.4 -0.1

浙江 0.37 0.37 0

非期交所
上海 1.6 1.5 0.1

广东 1.12 1.06 0.06

重庆 0.1 0.1 0

天津 0.07 0.06 0.01

保税库（合计） 40.5 39.4 1.1

全国（合计） 17.64 17.6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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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