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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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47 +8270

LME 285600 +2475

10 月 10 日：

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小幅上涨。开盘报价 46570 元/吨，日

内最高 46700 元/吨，最低 46480 元/吨，收盘 46690 元/吨，

涨 40 元，涨幅 0.09%。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14584 手至 84542 手，持仓量增加 2646 手至 195190 手。沪铜

主力继续收阴，临近尾盘翻红，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5671.5 美元/吨，收盘 5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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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延续底部震荡走势，午盘有上探迹象，至尾盘小

幅上涨 0.13%。现货方面，今日市场贸易商接货表现有所回升，

成交情况较前两交易日有所好转，低价位货源表现不错。宏观

方面，今日凌晨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内部分歧较大，多数决策

者对未来货币政策路径存在严重分歧，美元指数盘中跌破

98.80。当前经贸局势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市场对局势进展趋

向谨慎，同时，英国脱欧和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

抑制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市场对需求端的

担忧驱使铜价保持偏弱震荡走势。供给端依旧偏紧，赞比亚

KCM 冶炼厂因泄露提前两日关闭进行年度维护，五矿旗下秘鲁

Las Bambas 矿山物流运输再度受阻，港口船运遭受延误。短

期内铜价或维持底部震荡走势，等待消息指引，晚间测试沪铜

能否站稳 46700 元/吨。

行业热点

【Las Bambas 铜矿运输道路多处封锁】

五矿资源发布最新公告称，目前位于 Cusco 地区的

Chumbivilicas省 Sayhua和 Velille之间的国家道路遭到当地

社区居民封锁，他们要求 MMG Las Bambas 支付土地和道路使用

权，已影响到了通往 Las Bambas 铜矿的正常运输，矿山物流自

9 月 22 日起开始中断。目前铜精矿生产尚未受到影响，但如果

未来一段时间进入矿山物流无法恢复，采矿运营将逐步受到影

响；另外由于道路受堵，精矿无法运至港口，向部分客户发出

的船运已遭受延误。

【自然资源部：我国将进一步推进矿业市场开放】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9日在2019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

透露，目前我国已着手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起草工作，将全

面推进矿业权公开竞争出让，严格限制协议出让，更加充分地

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更加平等地对待国内外各类市场主体。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至 10 月 4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

变动（万桶）
310.4 141.3 292.7

德国 8月末季调贸易帐 214 188 162

英国 9月三个月 RICS 房价指数 -4 -7 -2

法国 8月工业产出月率 0.3 0.3 -0.9

英国 8月制造业产出月率 0.3 0 -0.7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主力小幅上涨 市场交投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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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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升 140 升 100 9:30-10:30

升 170 升 150 升 100 10:30-11:00

广东
/ 升 30-40 / 9:30-10:30

升 50 升 30-40 / 10:30-11:00

山东 升 90-11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30-15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3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上海 1#升水铜均价 46745 元/吨,跌 50 元/吨；

平水铜均 46725 元/吨，跌 50 元/吨；湿法铜均 46675 元/吨，

跌 40 元/吨；今日铜价下跌，贸易商挺价情绪浓厚，至二节，

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170 元/吨，平水铜升水 150 元/

吨，湿法铜升 100 元/吨，低价平水铜货源遭哄抢，成交情况

较前两交易日有所好转，贸易商及下游厂家入市问盘积极，今

日市场交投氛围较为活跃。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6620-46630 元/吨，跌 110 元/

吨；平水 46600-46620 元/吨，跌 105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当

月票好铜升水 50 元/吨，平水铜升水 30-40 元/吨，贸易商入

市询价积极，但鲜有成交，下游接货情绪较差，市场调价情绪

较为浓厚，整体来说，市场出货多接货少，交投氛围不佳。

天津市场：天津市场铜报 46700-46730 元/吨，均价 46715

元/吨，跌 85 元/吨，市场报价升 130-150 元/吨，冶炼厂发货

少，市场可流通货源偏紧，整体成交情况尚可。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90-110 元/吨，冶

炼厂供长单和出口为主，少量零单流通于市场，短期内市场活

跃度较低。

重庆市场：重庆 1#铜 46700-46740 元/吨，均价 46720 元

/吨，跌 60 元/吨，市场报 130-160 元/吨，贸易商收获意愿尚

可，市场成交不错。

2019 年国庆期间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变化（单位：万吨）

市场 10 月 08日 9月 27日 增减

上海 10.22 7.93 2.29

广东 4.88 4.66 0.22

重庆 0.24 0.14 0.1

天津 0.26 0.18 0.08

保税库（合计） 30.9 29.4 1.5

全国（合计） 15.6 12.91 2.69

注：全国（合计）=上海+广东+重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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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持平，不含税不含运费的报价，1#光亮

铜华东地区回收报价 43000 元/吨，华南地区回收报价 43100

元/吨，华北地区回收报价 43000 元/吨；今日精废差 1106 元

/吨。电解铜下跌导致精废差继续收窄，据调研广东废铜厂家，

今日出货 30 吨货源，贸易商反映出货下降，源于需求不及预

期。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750 元/吨；山东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 700-7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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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出厂；江西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吨；华南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价 550-650 元/吨。

铜板带：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2940 元/吨，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49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山东 T2 紫铜带均价 5304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468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

山东市场，调研企业反馈，紫铜带加工费 4000-6000 元/吨；

市场消费一般，江西市场，企业反馈，出货维稳，长单为主。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090 元/吨，跌 60 元/吨；H62 黄铜棒

41870 元/吨，跌 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2240 元/吨，跌

60 元/吨；H62 黄铜棒 41970 元/吨，跌 200 元/吨。今日铜棒

市场订单量一般，消费起色不大，企业按需采购。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1830 元/吨，跌 60 元/吨；H62 黄铜

管 43420 元/吨，平；青岛 TP2 紫铜管 53730 元/吨，跌 60 元

/吨；H62 黄铜管 43770 元/吨，平。今日调研铜管市场成交清

淡，市场观望情绪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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