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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
沪铜主力合约 1504 开盘报于 39730 元/吨，沪期铜夜盘跟随伦铜的低位

返升跟涨，日内盘明显反弹动能不足，维持窄幅区间震荡，最终收报 40260

元/吨，涨 600 元，涨幅 1.51%。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 60 至贴水 10 元/

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0540 元/吨-40620 元/吨。现货方面，铜价小幅上涨，

市场供应量变化不大，持货商继续下调升贴水，但下游并不买账，成交并无

好转。

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
原料市场原料市场原料市场原料市场

今日国内主流交易地区铜精矿现货价格回调，市场上铜精矿货源依旧充

足，冶炼厂少有拿货。铜精矿计价系数，目前 20%品味现货铜精矿含税自提计

价系数 81%-82%，送货到厂 84%-85%。

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
隔夜外盘刺穿5600位置向下试探低位5500，尾盘小幅上翘5521。今开

盘大幅下挫再寻底，跌幅超140美金，截止内盘收盘伦铜最低至5350，技术

支撑不稳，布林带通道继续下修；隔夜沪铜低开低走，全力压向40000关口，

两小时线40285形成短线压力，今再次刺穿整数关口下行，触及跌停后小幅

回调，而现货支撑不强，市场预期国内央行春节前降息降准，但恐难有拉

动，沪铜继续低位整理。

下游下游下游下游市场市场市场市场

铜材市场：沪铜收复整数关口但支撑不强，仍有大幅下挫趋势，今低位

整理等待指引。铜材企业悲观氛围缓解但仍看空铜市，对新一年需求市场表

示担忧，同时铜材产能的不断增长过剩局势加重，投资者更多的希望有政策

的支撑。目前市场拿货意向仍然欠佳，市场交投活跃度继续呈弱势。据市场

反馈，现在加工企业开工情况很差，接单意愿仍然较弱，对于新增的投资项

目预期不强。春节将近，部分地区企业开始陆续安排放假，由于看跌后市备

货情况惨淡。

废铜市场：今日上海地区1#光亮铜报价37000，国标低氧杆8mm报价39500，

铜价续跌废铜市场恐慌情绪增加，价格的持续低位打压废铜回收市场。据了

解，多数市场再生回收企业已经面临“歇业潮”，2014年艰难度过，2015年再

度面临考验，货源方面和消费低迷将直接压缩再生回收市场。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有消息称，中国国储局欲收储精炼铜，将从多个卖家手中至多购买2万吨

铜。在铜基本面供应过剩的大格局下，国储收铜的传闻似乎成为了每每铜价

下跌后，寻找反弹的理由，且屡试不爽。不过铜库存显著增长，且对于头号

消费国中国需求的担忧升温，加之希腊退欧风险仍存。我们预期铜后市将维

持偏弱格局。

http://copper.ccmn.cn
http://copper.ccm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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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

1111、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

今日市场现货铜升水报贴60元/吨到贴水10元/吨之间。沪铜主力1504开盘39730元/吨，

收于40260元/吨，涨600元/吨。经历昨日的大跌后，今日铜精矿价格有所升温，各主流市场

价格上涨70元/吨至105元/吨之间，市场铜精矿依旧充足，冶炼厂疲于入市。行业消息方面，

印尼可能允许自由港迈克墨伦（FreeportMcMoRanInc.于印尼分公司继续出口铜精矿，因该公

司在印尼国内精炼铜的努力已经取得进展。美国自由港迈克墨伦公司（FreeportMcMoRanInc.）

一高层人士称，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印尼工厂的铜精矿出口为50万吨，较之前六个月减少10万

吨。目前国内主要市场采购计价系数如下：湖北大冶地区 20%品味铜精矿含税到厂计价系数

81%，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计价系数 75%（含税），上海港22%品味铜矿含税计价系

数 80%-81%。

2222．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

今日电解铜价格反弹，废铜价格跟随电解铜有 100-200 元/吨左右的振幅。废铜市场昨日

深幅下行的余威仍存，今天市场上的废铜厂家依旧停止对外采购以及报价，市场上几乎没有

成交，预计短期废铜大幅涨跌的可能较小，基本处于小涨小跌的温吞局面。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光亮铜价格 低氧杆价格 H62 黄杂铜 备注

天津 37200 39100 26300 不含税

佛山 37600 39000 23700 不含税

保定 37200 38400 26450 不含税

上海 36500 39500 24000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今天的废铜主要市场恢复平寂，总体表现偏弱。上海地区保持低量刚需成交，再度有企

业停采观望；山东地区成交量仍未有明显改善，正常生产企业逐步减少废铜用量，已停采企

业仍然没有复产计划；广东地区仍有少量现货交易进行，但大多现金交易；台州市场光亮铜

含税报价 38500，不含税 36200，目前客户基本选择用含税价成交，成交少；河北、天津地区

下游需求仍不理想，近期电解铜价格的低迷也使得废铜贸易商苦不堪言，多数厂家表示年关

将至，平稳度过年底最合适。

二、现货市场追踪二、现货市场追踪二、现货市场追踪二、现货市场追踪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早间好铜报+30，市场相对平静，询价、成交均不明显。后贸易

商调价出货，市场好铜升水稳定在+10~30，下游无拿货，且升水仍有下降趋势，上午无明显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http://www.f139.com/old/index.html
http://biz.f139.com/buy/list.do?vid=1
http://www.f139.com/news/list.do?channelID=1&category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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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主流成交时段内升水再降，好铜大多报价-30~-10。市场货源仍充足报盘较多，下游明

显分两派：抄底派和观望派。贴水货源交易较活跃，不少商家收货交仓。下午好铜升水回涨

至0~+20。市场已被跌宕起伏的铜价折腾的没脾气，跌一点就涌现出接货，涨一点大家都驻足

观望。铜价40000是个出接货重要位置，今日成交量较昨日及上周有回升。

1111、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持货商调价出货，月末持货商换现意愿增加,早间纷纷主动调降升水出货，现铜升水

快速下滑，一度全线贴水出货，近午间部分中间商入市收货，吸收低价货源，现铜货源骤减，

再现升水报价，下游按需为主。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品名 材质/牌号 规格/品位 参考升贴水 涨跌 备注

上海 升贴水 贵溪 Cu≥99.99% C10-0 -7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四大牌 Cu≥99.99% C20-C10 -7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升水铜 Cu≥99.99% C30-C20 -7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平水铜 Cu≥99.95% C60-C30 -8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湿法铜 Cu≥99.9% C90-C70 -80 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222．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60至贴水1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0540元/吨-40620元/吨。

江西铜业散单基本无成交，上午挂牌报价升水100，下午挂牌平水，长单定货一般，成交清淡；

铜陵有色长单供应成交一般，上海市场散货报价贴水10元，成交清淡；上海大昌报价贴水40

元，成交60吨，成交清淡。目前冶炼企业出货基本以长单为主，散单报价偏高，且无采购意

向。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27272727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

单位：元/吨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江西铜业 40750 +450 大冶有色 40600 +450

东营方圆 40680 +330 祥光铜业 40650 +350

金升有色 40650 +350 鹏辉铜业 无报价 -

北方铜业 40650 +300 恒邦股份 40650 +30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3333．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 60 至贴水 1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0540 元/吨-40620 元/

吨。沪期铜反弹乏力,月末持货商换现意愿增加,早间纷纷主动调降升水出货，现铜升水快速

下滑，一度全线贴水出货，但湿法铜品牌仍货少价挺，与平水铜无价差，近午间部分中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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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收货，吸收低价货源，现铜货源骤减，从而拉动升水，再现升水报价，下游按需为主，

多对铜价反弹可持续性抱质疑态度，整体市场先抑后扬。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27272727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城市 北京 沈阳 济南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东 武汉 西安 均价

价格 40750 41100 40700 40580 40575 40980 40920 40750 40605 40773

涨幅 +350 +300 +350 +450 +315 +450 +450 +350 +350 +374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4.4.4.4.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德财长表示欧盟结构性调整是必须的，欧盟需修改条约以改善管理，目

前欧元区充斥着各种风险因素，继续拖累欧经济前景预期。国内 2014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仍有增长，增幅收窄至 3.3%；央行方面继续进行 7天期和 28 天期逆回购操作，或继续增强

投放市场流动性，但年底企业紧张困局难缓，提振作用有限。

隔天沪铜暴跌后今低位回稳，但仍无明显支撑，或继续面临下行风险。今日沪铜维持区

间 40128-40368 窄幅震荡，上冲动力不强，尾盘平稳收 40260，或继续围绕 40000 关口争夺，

注意晚间 39500-40800 区间变化。隔夜外盘收复 5500 关口，后小幅冲破 5600 上方，但难有

支撑今开盘即跳空低开，截止 16：00 日间围绕 5552-5595 区间整理，技术上仍无明显支撑，

布林带通道不断下移已逼近 5330 位置，注意晚间 5550 位置走势，仍有探底寻求支撑趋势。

注意晚间美数据变化。

我的有色网分析师认为，此次跌幅仍未走完，后市仍有大幅下挫趋势，继续寻求低位支

撑。铜分析师认为，技术上来看，布林带周线通道小幅下修 40825 位置压力增强，且下方无

意支撑，仍将面临短期探底趋势，注意两小时线 39520 一线支撑位置变化。可继续采取逢高

做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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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

由下面分时图可以看出，沪铜隔夜低开回调至整数关口上方，今短线盘整运行，技术上

下方仍无支撑显现。但现货供需表现欠佳，宏观数据利空继续打压铜价走势，沪铜面临震荡

寻底趋势，等待关注本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外盘收复 5500 关口后窄幅整理，技术上低位

支撑弱化，且仍有大幅下挫风险，注意设置止损。1504 合约总持仓量增加 14294 手至 352686

手，成交量 604476 手，结算价 40210，涨幅 1.51%。

1111．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

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27272727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 1501501501504444合约合约合约合约分时分时分时分时走势图走势图走势图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222、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

中州期货中州期货中州期货中州期货：：：：沪铜震荡反弹，盈利空单继续持有。消息面，2014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6471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实现主营活动利润 60471.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6%。2014 年 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507.3 亿元，同比下降 8%，降幅

比 11 月份扩大 3.8 个百分点。技术面，沪铜主力 CU1504 合约报收带上影阳线，期价上方受

均线组合压制强烈，均线组合向下发散，盘面呈空头格局，MACD 动能柱显示下跌动能基本保

持，建议投资者中线空单继续持有，关注均线下压力度。

瑞达期货：瑞达期货：瑞达期货：瑞达期货：沪铜跌速趋缓，短期或陷入区间振荡。市场因素分析：近日标普将俄罗斯主

权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令市场风险厌恶情绪高企，美元指数交投于94.9附近。今日关注

英国第四季度GDP，及美国12月新屋销售数据，预期偏多。铜市行业资讯方面，据悉，作为非

洲第二大产铜国，赞比亚新任总统称将维持矿业使用税，尽管面临矿山关闭风险。行情研判：

今日沪铜弱势整理，削减隔夜部分涨幅，不过由于短期铜价大幅下挫后，引发技术买盘，期

铜跌速趋缓，无重大利空打压下，铜价或陷入区间振荡，运行区间关注39500-41000元，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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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高抛低吸。

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今日铜板带市场表现较差，贸易商担忧情绪加重，且铜价的再次暴跌令终

端市场下单情绪不高，而对于加工企业原料成本下降，铜材报价也将有所调整，利润来源仍

在收窄。国内临近春节长假，需求的低迷令多数企业开始安排假期。从市场反馈来看，主要

市场 2014 年度表现略稳，基本上处于产销平衡状态，如安徽市场一家铜板带加工企业达到 98%

的产销状况，尽管利润上有所下滑，但整体收益保持稳定。现货市场来看，目前备受关注的

国家电网投资和基建项目投资预期良好，但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铜及铜材行业刺激作用有

限，且多数高压线缆或多用铝材，而普通材料仍用到大量的铜材，因此铜材加工市场仍略看

好 2015 年消费需求。

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今日铜杆报价大幅下调，华南市场加工费继续维稳 1100，终端接货意愿仍

然不足，且多数线缆企业开始交 2014 年四季度国网订单的货，因此后期的生产将逐步下滑直

至春节后，贸易商略有询价但无接货。市场反馈来看，一些铜杆线缆加工企业长单的签订有

变化，部分企业上调明年长单加工费，主要考虑到铜价仍处于探底趋势，且接单量不足或影

响企业盈利，而小幅调整加工费或对整体市场影响不大。贸易商仍坚持少量现货接单为主，

对于企业资金他们表示大多企业仍处于困境，价格不明朗产销情况受限，铜杆线市场或面临

一场较大的变动，中小企业多限产排查等待，无意年底博行情备货。

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价下挫铜管加工企业无意补库，仍然较坚挺报价，部分企业小幅调整，对

于年底需求的低迷企业早有预料，因此多数在前期已经压低库存，以达到节源开流的效果。

消费市场反馈来看，国内房屋数据有好转，家居、家电等用铜管有部分刺激带动，且春节前

后或有较大的促销等刺激活动，终端消费将有小幅带动。市场认为，电解铜价格的不断下探

维持低位，有助于减少铜管原材料成本，但铜管企业不希望铜价继续探底，对于冶炼已经接

近成本线，对于加工价格更加透明，企业赢利也将不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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