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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铜价弱势震荡 成交向好升水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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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34 -851

LME 159475 -725

11 月 19 日：

今日主力沪期铜 2101 合约整体位于日均线下方震荡运

行，早间开盘于 52700 元/吨，早盘主要围绕 52750 元/吨震

荡整理，接近午盘时价格下跌至早盘低点 52600 元/吨；午后，

价格进一步下探至日内最低点 52590 元/吨，之后震荡上行，

最终收盘于 52730 元/吨。涨跌幅 0.15%，01 合约增仓 2289

手至 119349 手，主要表现为多头增仓。

今日 LME 铜开盘 7045 美元/吨，收盘 7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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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震荡运行，至尾盘收涨 0.15%。现货

市场询价氛围积极，持货商挺高升水意愿较强，接货略显谨慎。

辉瑞/BioNTech 疫苗最终数据有效性为 95%，并将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EUA），市场预测疫苗有望在年末大规模

上市；美国疫情仍在恶化，美联储重申经济修复需要进一步财

政政策刺激；受低利率影响，美国新屋开工数据高于预期。今

日美元指数小幅上涨，总体仍维持弱势，短期市场情绪维稳，

铜价上方缺乏更多利好消息支撑。产业端，秘鲁一周内三换总

统，政局动荡引发市场对于铜矿生产恢复受阻的担忧；智利

Candelaria 铜矿工会拒签新劳资协议，罢工继续。中国电解

铜现货库存连续六周下降，汽车、家电、光伏等行业订单继续

增加，电网投资为完成年度目标有冲量可能，电解铜消费正逐

渐回暖。当前铜供给端仍有隐忧，需求端出现改善信号，铜价

或呈高位震荡走势。

行业热点

【玉龙铜矿改扩建工程 12 月建成投产】

西部矿业集团玉龙铜矿改扩建工程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12 月中旬建成投产，约年产铜精矿 10 万吨（金属量），钼精

矿 5800 吨（金属量），可产生利润 20 亿元左右，再造一个新

西矿将成为现实。该工程是国家工信部有色行业规划重点项目，

是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期间的重点矿业项目，也是西部矿业

实现“二次创业再铸辉煌”的关键工程，2019 年 4 月初全面

开工建设。

【WBMS:2020 年 1-9 月全球铜市供应短缺 88.7 万吨】

1-9 月全球矿山铜产量为 1531 万吨，同比减少 0.4%。1-9 月

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1760 万吨，同比增加 2.7%。1-9 月全球需

求量为 1850 万吨。1-9 月中国表观消费量为 1080 万吨，同

比 18.4%。9 月，精炼铜产量为 202.51 万吨，需求量为 224.15

万吨。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澳大利亚 10 月季调后失业率 6.9 7.2 7

瑞士 10 月贸易帐 32.79 - 38.61

加拿大 10 月 CPI 月率 -0.1 0.2 0.4

美国 10 月营建许可总数 155.3 156 154.5

美国 10 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 141.5 14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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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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上海 升 200-220 升 180-200 升 150-170 一节 上海

升 200-220 升 180-200 升 150-170 二节

广东 升 80-90 升 70-80 升 20 一节 广东

升 80-90 升 70-80 升 20 二节

山东 升 80-150 当月合约 山东

天津 升 20-180 当月合约 天津

重庆 升 120-150 当月合约 重庆

电解铜市场

上海市场：升水铜均价 52890 元/吨，涨 190 元/吨，平

水铜均 52870 元/吨，涨 190 元/吨；湿法铜均 52840 元/吨，

涨 210 元/吨。早市持货商报盘较昨日小幅上移，但此间市场

成交表现向好，市场升水上行。今日市场低价仍受投机商青睐，

现货显领涨的特征，市场询价积极，目前持货商挺高升水格局，

但市场在高升水报盘下接货略有谨慎，短期现货升水报价再推

空间有限。

广东市场：升水铜成交价格 52750~52790 元/吨，平水

铜成交价格 52740~52780 元/吨，早间平水铜报价升水 70

元/吨~升水 80 元/吨，买卖双方交投活跃；好铜报价升水 80

元/吨~升水 90 元/吨。平水铜货源偏紧，报价坚挺，与好铜

价差缩窄，几乎平齐，市场接货情绪明显好转；现货升水居高

不下，预计将有仓单货源流出，升水续涨动力不足。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2680-52780 元/吨，均价 52730

元/吨，涨 185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20-80 元/吨，地区升水

上涨，主要是区域雨雪造成运输问题所致。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80-150 元/吨，

市场成交表现平平，冶炼厂出货情绪一般。

重庆市场：1#铜 52780-52850 元/吨，均价 52815 元/

吨，涨 15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120-150 元/吨，升水报价

重心下移，下游接货力度薄弱，市场成交一般。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11 月 9 日 11 月 13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42.8 43.4 0.6

中国库存

上海 14.35 13.45 -0.9

广东 7.88 7.28 -0.6

江苏 1.31 1.01 -0.3

浙江 0.04 0.04 0

江西 0 0 0

重庆 0.05 0.04 -0.01

天津 0.04 0.03 -0.01

四川 0.03 0.03 0

河南 0.03 0.03 0

合计 23.73 21.91 -1.82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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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再生铜价较昨日下上涨 100 元/吨，华南市场 1#

光亮铜价格在 48200 元/吨，华东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8000 元/吨，华北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7900 元/吨，另

据调查华南地区精废收窄 44 元/吨至 1206 元/吨。

华南地区报价 1#光亮铜 48000-48200 元/吨，铜现货

价格小幅微涨，货商出货积极，然市场高品位铜货源依然紧

张，下游利废生产厂家订单提货，近期再生铜采购需求较大，

今天下游利废厂家积极采购，今日再生铜市场成交尚可。近

期进口再生铜多以批文形式进来，进口数量有限，短期内进

口再生铜数量仍无法改变国内供应紧张局面。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天津市场 8mm 加工费报价 450-500 元/吨；江

苏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不含升贴水加工费报 500-550 元/

吨，国产竖炉杆加工费报 500 元 /吨； 江西市场 8mm 进

口竖炉杆不含升贴水加工费报 480-580 元/吨；华南地区广

东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报 580-650 元/吨，国产竖

炉 450 元/吨。

铜板带：山东 T2 紫铜带均价 56770 元/吨，上涨 230 元/

吨，H62 黄铜带均价 4748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678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H62 黄铜带

均价 4746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

铜价上涨加工企业积极甩货，山东市场今日铜板带整体成交

尚可。江西市场下游终端拿货长单为主，以销定产，高精度

板带较畅销，普带成交清淡，整体市场成交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515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H62

黄铜棒 4475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580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H62 黄铜棒 4490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今日铜价小幅上涨，铜棒订单量一般，企业仍

有一定观望情绪。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783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H62

黄铜管 46300 元/吨，上涨 110 元/吨；宁波 TP2 紫铜管

5778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H62 黄铜管 46700 元/吨，

上涨 110 元/吨。今日铜价小幅上调，市场整体表现平稳。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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