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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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00 +35976

LME 164550 -2525

2 月 13 日：

沪铜主力 2004 合约窄幅震荡。开盘报价 45740 元/吨，日

内最高 46020 元/吨，最低 45740 元/吨，收盘 45890 元/吨，

涨 120 元，涨幅 0.26%。沪铜主力 2004 合约全天成交量 50093

手，持仓量增加 7851 手至 103717 手。今日沪铜主力收阳，MACD

绿柱继续缩短。

LME 铜开盘 5733.5 美元/吨，收盘 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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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外盘影响，今日沪铜小幅飘红，开盘后震荡上行，至尾

盘收涨 0.26%。现货方面，今日市场报价较昨日有所回升，交

投表现平淡，贸易商之间有少量拿货，下游拿货较少。宏观方

面，美国近期经济数据表现良好，降息概率降低，美元维持高

位，刷新去年 10 月以来高点 99.05，市场风险情绪有所回落。

产业端，目前冶炼企业原料库存基本充足，但成品库存与硫酸

库存压力较大，企业陆续计划进行减产；下游企业开工日期大

多延后至 2月 17 日左右，并且在物流运输、资金与员工等方

面面临压力，国家已出台各项支持政策措施，涉及企业复工复

产的各个方面，交通运输也在有序地恢复过程中。短期内铜价

在消费滞后的情况下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的低迷走势，预计

明日运行区间在 45600-46100 元/吨。

行业热点

【力拓：新冠肺炎疫情放缓蒙古国对华铜精矿出口】

力拓（RioTinto）周三表示，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蒙古国与中国边境的铜精矿发货进度放缓。力拓是蒙古奥尤陶

勒盖（OyuTolgoi）铜金矿项目的运营方。该项目发言人在邮件

中称：“我们已经告知客户，我们正与负责跨境安全的相关部

门进行接洽。”

【四川省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26.3%】

截至 2 月 11 日，全省复工复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3789

户，复工复产率达 26.3%，各地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总体有序。记

者 2 月 11 日从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在前一阶段疫情防控物

资和生活必需品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基础上，电子信息、重大装

备、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企业，正积极落实防控措施，加快

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准备。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至2月7日当周EIA原油

库存
335.5 298.7 745.9

法国第四季度 ILO 失业率 8.6 8.5 8.1

德国 1月 CPI 月率终值 -0.6 -0.6 -0.6

欧元区 12 月工业产出月率 0.2 -1.6 -2.1

美国 1 月政府预算 -133 -115 -326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日内震荡运行 交割临近贴水收缩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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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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贴 50 贴 110 9:30-10:30

贴 30 贴 50 贴 110 10:30-11:00

广东
/ 贴 20 / 9:30-10:30

升 40 贴 30 / 10:30-11:00

山东 贴 110 当月合约

天津 贴 20-8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4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5520 元/吨，涨 120 元/吨；平

水铜均 45500 元/吨，涨 130 元/吨；湿法铜均 45440 元/吨，

涨 140 元/吨；市场报价较昨日有所回升，至二节，市场报价

沪铜 2002 合约当月票好铜贴 30 元/吨，平水铜贴水 50 元/吨，

湿法铜贴水 11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依然以贸易商为主体，

下游收货少。由于交割时间渐进，市场交割品牌开始逐步回调

报价，贴水幅度收窄，近几日贸易商保持一定的交易活跃度，

但实质消费几无。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5580-45600 元/吨，涨 110 元/吨；

平水 45510-45530 元/吨，涨 80 元/吨；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

升水 40 元/吨，平水铜贴水 30 元/吨。市场贸易商出货情绪一

般，临近交割，好铜价格基本僵持，下游采购表现差。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5460-45480 元/吨，均价 45470 元/

吨，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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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元/吨，

但市场尚未完全恢复，成交清淡。

重庆市场：1#铜 45690-45710 元/吨，均价 45700 元/吨，

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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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4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2800 元/吨，持平。宁波 T2紫铜带均价 5180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3950 元/吨，持平。

安徽地区 1月产量下滑 20%，目前虽已复工，但都是依靠年前

所备原料维持生产，库存处于低位，广东地区 1 月产量减少

40%，新增投产项目需再次延期，今日铜板带市场成交清淡。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48365 元/吨，上涨 130 元/吨；H62 黄

铜棒 39450 元/吨，上涨 8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0615 元/

吨，上涨 130 元/吨；H62 黄铜棒 39600 元/吨，上涨 80 元/

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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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40 元/吨，上涨 130 元/吨；H62 黄

铜管 43940 元/吨，上涨 8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1890 元

/吨，上涨 130 元/吨；H62 黄铜管 44270 元/吨，上涨 80 元/

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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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后至 17 号左右，交通运输仍在

恢复过程中，下游拿货情绪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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