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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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07 -3451

LME 194800 +8675

4 月 25 日：

沪铜主力 1906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9100 元/吨，日

内最高 49360 元/吨，最低 49080 元/吨，收盘 49180 元/吨，

涨 200 元，涨幅 0.41%。沪铜主力 1906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4092 手至 145222 手，持仓量减少 1576 手至 188890 手。今日

沪铜主力偏强整理，午后未成功站稳日均线，晚间测试铜价能

否重回 49300 元/吨。

LME 铜开盘 6438 美元/吨，收盘 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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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夜沪铜受外盘影响先抑后扬，今日开盘后震荡下行跌至

日均线附近，午间稍有反弹，至尾盘收跌 0.39%。现货市场今

日持货商报价持续下调，下月票少量出现，但市场成交不佳，

预计报价仍有下降趋势。昨日多家公司财报亮眼，美股集体收

涨，美元强势导致铜价承压。铜精矿现货 TC 已降至相对低位，

在铜矿短暂性干扰性事件结束，冶炼厂的铜精矿长单供应充足

而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国内铜精矿供应紧张格局可能得到缓

解。近日下游铜材价格下调明显，但订单情况仍不容乐观，下

游消费疲软进一步看空铜价，短期内铜价或延续偏弱震荡格

局，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8500-49500 元/吨。

行业热点

【英美资源集团一季度铜产量攀升 4%】

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 Plc）周四表示，今年一

季度铜产量增加，而位于巴西的Minas-Rio铁矿石矿产量大增，

因其在去年底恢复运作后加足马 力生产。 该公司表示，截至

3 月 31 日的第一季度铜产量攀升 4%至 161,000 吨，Minas-Rio

铁矿石矿产量则跳升 61%。

【Kaz Minerals 铜业公司一季度铜产量增长 4%】

哈萨克斯坦 Kaz Minerals 铜业公司周四表示，今年一季

度铜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4%，受 Aktogay 矿产量增加提振，而

今年剩余时间内产量预计增加。 该公司表示截至 3 月底铜产

量为 7万吨，高于上年同期的 6.73 万吨。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瑞士 4月 ZEW 投资者信心指数 -26.9 -- -7.7

瑞士 4 月 ZEW 经济现况指数 66.7 -- 40.7

德国 4 月 IFO 商业景气指数 99.6 99.9 99.2

德国 4 月 IFO 商业现况指数 103.8 103.6 103.3

英国 3月政府收支短差（亿英

镑）
-7 -4 8

数据来源：SHFE, LME

铜价止跌略有回升 成交疲态仍未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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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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升 70 贴 30 贴 80 9:30-10:30

升 40 贴 40 贴 80 10:30-11:00

广东
/ 升 80 / 9:30-10:30

升 90 升 70=80 / 10:30-11:00

山东 升 120-16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200-24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20-14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9330 元/吨，涨 260 元/吨；平

水铜均 49250 元/吨，涨 280 元/吨；湿法铜均 49210 元/吨，

涨 28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再有下调，行至二节，市场报价

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40 元/吨，平水铜贴水 40 元/吨。湿法铜

贴水 80 元/吨。近期市场当月票与下月票参差报价，因当月票

价格逐步被压制下来，市场下月票出货情绪有被打压，部分贸

易商选择停止调价与出货。日内整体成交表现不佳。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9370-49390 元/吨，涨 290 元/

吨；平水 49350-49370 元/吨，涨 29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报

价较昨日基本持平，当月票好铜升水 90 元/吨，平水铜升水

70-80 元/吨；今日市场出货商情绪依然较为积极，但下游接

货表现并不理想，成交显平淡。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9490-49530 元/吨，均价 49510 元/

吨，涨 335 元/吨，市场报价升 200-240 元/吨；近期周边冶炼

企业检修集中，市场升水坚挺；但目前地区下游需求不佳，货

物紧张局面并不明显。

山东市场：市场冶炼企业零单报价少，升 120-160 元/吨，

地区大型企业检修，冶炼厂出货数量有所下降，市场整体成交

清淡。

重庆市场：1#铜 49410-49430 元/吨，均价 49420 元/吨，

涨 28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20-140 元/吨，市场升水较为坚挺。

目前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场成交较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12 日-4 月 19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4月 19 日 4月 12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23.67 25.73 -0.85

期交所（上海） 12.2 14.01 -0.58

期交所（广东） 4.84 4.99 -0.15

期交所（江苏） 5.7 5.81 -0.24

期交所（浙江） 1.04 0.92 0.12

期交所（江西） 0.027 0.027 0

上海（非期交所） 0.8 0.6 0.2

广东（含期交所） 1.92 2.42 -0.5

重庆 0.16 0.14 0.02

天津 0.14 0.16 -0.02

保税库（合计） 61.3 59.8 1.5

全国（合计） 27.84 27.8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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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小幅上涨，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4500 元/吨，

华南地区报价 444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4300 元/吨；今日

精废差扩大 172 元/吨为 1362 元/吨。持货商挺价意愿强烈，

且货源有所不足，市场成交平淡。美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从

2017 年的 5600 吨迅速增长至去年的 11.9 万吨。这些物品在

马来西亚拆卸，成为符合中国“六类”废料的高品质材料，并

可按照新规定出口中国。去年，美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废铜的

铜含量水平均值为 43%。今年头两个月，马来西亚出口到中国

的废铜，铜含量均值为 88%。马来西亚今年已成为中国市场最

大的废铜供应国，这证明了国际贸易流动正在进行重新配置。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上调至 600 元/吨；山东

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600-6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

工费 550-6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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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650 元/吨；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514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620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460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680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洛阳市场大型企业反馈由于精铜冶炼

厂检修频繁，铜板带产量略有减少，但不至于造成供应紧缺的

现象，下游需求情况逐见起色，传统旺季到来。今日铜价小幅

下跌，整体成交尚可。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3050 元/吨，+200 元/吨；H62 黄铜棒

46440 元/吨，+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5300 元/吨，+200

元/吨；H62 黄铜棒 46540 元/吨，+100 元/吨。目前铜棒加工

企业大型加工企业多以废铜为原料，近期冶炼厂检修对生产影

响暂不明显，大型企业用套保减少风险；今日了解到下游观望

情绪较浓，订单情况不佳。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5150 元/吨，+200 元/吨。H62 黄铜

管 47700 元/吨，+1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5900 元/吨，

+200 元/吨，H62 黄铜管 47950 元/吨，+100 元/吨。据企业反

馈，今日价格上涨，订单情况尚可，下游企业拿货意愿受影响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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