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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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74 +1375

LME 170000 -1750

2 月 11 日：

沪铜主力 2003 合约小幅回升。开盘报价 45980 元/吨，日

内最高 45980 元/吨，最低 45450 元/吨，收盘 45580 元/吨，

涨 100 元，涨幅 0.22%。沪铜主力 2003 合约全天成交量 34415

手，持仓量增加 2664 手至 110694 手。今日沪铜主力收阴，未

站稳日均线。

LME 铜开盘 5695 美元/吨，收盘 5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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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跳空高开，但随后急速下跌，日间维持震荡走势，

至尾盘收涨 0.22%。现货方面，今日市场报价数量有所增加，

下游有少量拿货，但是物流依然受到限制，贸易商寻求低价货

源，接货意愿并不强烈。宏观方面，今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开盘跳涨逾百点，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 34 个基点，对

沪铜造成一定压力，外盘铜价有小幅上调。产业端，国家陆续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但是目前来看下游开

工情况不甚理想，具体时间还要按照各地政府规定执行；行业

主要面临库存累积、运输困难、消费滞后、以及资金压力等问

题，短期来看铜价上方压力依旧偏大，预计明日沪铜运行区间

在 45400-45900 元/吨。

行业热点

【巴西政府推出的加快矿产勘查许可审批】

巴西矿业协会（IBram）日前对巴西政府推出的加快矿产勘

查许可审批的举措表示欢迎，认为这将为采矿业带来投资。 当

地时间周一，巴西国家矿业局（ANM）宣布了一项新规定，为各

类行政审批设定期限，特别是将勘查许可审批必须在 120 天内

完成。 根据新规定，如果超过期限还没完成审批，则自动视为

批准。

【陕西有色集团防控疫情稳生产】

据公司消息，陕西有色集团在做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的同时，持续抓好春节期间未停产企业的正常生产，稳步有序

组织其他权属企业复工复产，尽最大努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

助力全省打胜经济发展保卫战。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瑞士 1月季调后失业率 2.3 2.3 2.3

瑞士 1 月 CPI 月率 0 -0.2 -0.2

法国 1 月 BOF 商业景气指数 97 97 96

欧元区 2月 Sentix 投资者信

心指数
7.6 4.1 5.2

澳大利亚至2月 9日当周ANZ

消费者信心指数
108.5 -- 107.8

数据来源：SHFE, LME

日内沪铜小幅回升 交投回暖难掩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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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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70 贴 90 贴 160 9:30-10:30

贴 70 贴 90 贴 160 10:30-11:00

广东
/ 贴 10 / 9:30-10:30

升 20 贴 20 / 10:30-11:00

山东 贴 130 当月合约

天津 贴 8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4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5380 元/吨，涨 70 元/吨；平

水铜均 45360 元/吨，涨 70 元/吨；湿法铜均 45290 元/吨，涨

100 元/吨；市场交投处于缓慢的回暖阶段，至二节，市场报

价沪铜 2002 合约当月票好铜贴 70 元/吨，平水铜贴水 90 元/

吨，湿法铜贴水 160 元/吨。今日报价较前两日下跌较为明显，

市场出货的贸易商数量逐日增多，市场交投在缓慢回升。市场

下游少量拿货，物流受限无法将货物送至厂内。贸易商寻低价

货源，市场成交清淡，部分成交稍有压价表现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5460-45480 元/吨，涨 100 元/吨；

平水 45420-45440 元/吨，涨 100 元/吨；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

升水 20 元/吨，平水铜贴水 20 元/吨。市场贸易商陆续返岗，

但市场实际交投体现依然偏弱，成交清淡。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5360-45380 元/吨，均价 45370 元/

吨，涨 40 元/吨，市场报价贴 80 元/吨；市场整体表现冷清，

市场出货者少，地区物流运输依然受限

山东市场：冶炼企业出货情绪积极，报价贴水 130 元/吨，

但市场尚未完全恢复，成交清淡。

重庆市场：1#铜 45590-45610 元/吨，均价 45600 元/吨，

涨 150 元/吨，市场报升 140-160 元/吨，市场整体表现冷清。

2020 年 2 月 3 日-2020 年 2 月 7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2月 7日 2月 3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20.6 21.26 -0.66

期交所

上海 12.9 13.4 -0.5

广东 5 5 0

江苏 2.57 2.66 -0.09

浙江 0.13 0.2 -0.07

江西 0 0 0

非期交所

上海 4.3 4.5 -0.2

广东 1.27 1.35 -0.08

重庆 0.4 0.4 0

天津 0.45 0.45 0

保税库（合计） 37 35.8 1.2

全国（合计） 27.02 27.9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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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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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华东地区市场报价 41500 元/吨，华南地区市场报价 41600

元/吨，华北地区市场报价 41200 元/吨，广东地区今日精废

差为 1070 元/吨，较昨日略微扩大 2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

了解，虽然有些废铜企业复工，由于疫情影响，线上咨询居

多，废铜贸易商表示，由于废铜价格偏低，商家出货意愿及

弱，几乎无交易，废铜市场异常冷清。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地区天津市场贸易商报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

费 800 元/吨，华东地区江苏市场进口竖炉 8mm 杆不含升贴水

加工费 550 元/吨，国产竖炉杆报价 450 元/吨。华中地区江

西市场进口竖炉 8mm 杆加工费 550 元/吨。华南地区广东市场

进口竖炉 8mm 杆加工费 700 元/吨，国产竖炉 500-550 元/吨。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204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2800 元/吨，持平。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1700 元/吨，

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3950 元/吨，持平。浙江地区大部分

企业还未开工，已再次延迟至 2 月 17 日复工，目前处于居家

办公状态，1月由于假期较长致使产量下滑 30%，目前市场订

单明显不足，物流受阻导致年前及年中订单交付困难，形势

严峻。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48235 元/吨，平；H62 黄铜棒 39370 元

/吨，平；宁波 T2 紫铜棒 50485 元/吨，下跌 320 元/吨；H62

黄铜棒 39520 元/吨，平。本周部分地区铜棒生产企业将陆续

开工，不过具体的生产恢复情况要视主要消费市场交通运输

的恢复来定。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081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3860

元/吨，平；青岛 TP2 紫铜管 5161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4190 元/吨，平。铜管行业低位运行，市场冷清，预计 2 月

开工率将有大幅下滑，本周企业按计划将陆续复工，但受限

于当地政府规定与物流运输等因素，目前来看复工情况尚不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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