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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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62 -1910

LME 277975 -5300

8 月 6 日：

沪铜主力 1909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5960 元/吨，日

内最高 46320 元/吨，最低 45890 元/吨，收盘 46150 元/吨，

涨 200 元，涨幅 0.44%。沪铜主力 1909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95592 手至 113404 手，持仓量减少 2698 手至 222182 手。沪

铜主力小幅收阳，KDJ 指标利空下扩，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5662 美元/吨，收盘 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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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有色板块大片飘红，沪铜主力合约夜盘震荡上行，日

间在日均线上方震荡，收涨 0.44%。今日现货市场交投氛围不

错，贸易商之间拿货偏多，下游采购有压价情绪表露，市场报

价坚挺，二节小有调整。宏观方面，人民币贬值效应仍在发酵，

三大股指全线收跌，金价继续上涨，经贸局势升级，促使市场

涌向避险资产。基本面方面，南方铜业旗下 Tia Maria 项目引

发的社区争议升级，供给端又加扰动因素，7 月精炼铜产量同

比环比均有所增长，冶炼厂产量得到释放，供应压力加大，消

费端依旧低迷。宏观局势升级，需求未见好转，短期内铜价仍

有下探空间，夜间测试沪铜能否守住 46000 元/吨关口。

行业热点

【韩国上半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减少 25% 创 7 年新低】

韩国央行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

差 63.8 亿美元，同比减少 14.5%。上半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

顺差 217.7 亿美元，同比减少 25%，创 7 年新低。韩央行分析

认为，全球贸易摩擦长期化、半导体和石油类产品价格下滑等

因素导致出口减少。

【秘鲁众多团体拟针对 Tia Maria 项目举行新一轮罢工】

南方铜业旗下 Tia Maria 项目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 据

悉当地时间 8 月 5日，有超过 100 个相关组织，包括专业团体

和民间组织将举行罢工，以声援当地居民。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德国 7 月服务业 PMI 初值 55.4 55.4 54.5

法国 7 月服务业 PMI 终值 52.2 52.2 52.6

美国 7 月 ISM 非制造业 PMI 55.1 55.5 53.7

欧元区 8月 Sentix投资者信心指

数
-5.8 -7.7 -13.7

欧元区 7 月服务业 PMI 初值 53.3 53.3 53.2

数据来源：SHFE, LME

日内铜价止跌飘红 难掩下行空间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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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90 升 60 升 30 9:30-10:30

升 80 升 50 升 20 10:30-11:00

广东
/ 贴 60 / 9:30-10:30

升 10 贴 60 / 10:30-11:00

山东 升 3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20-15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90-11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6120 元/吨,涨 130 元/吨；平水

铜均 46090 元/吨，涨 140 元/吨；湿法铜均 46060 元/吨，涨 140

元/吨；今日市场整体报价较昨日略有调整，但是市场整体交投

氛围表现一般；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80 元/

吨，平水铜升水 50 元/吨，湿法铜升 20 元/吨；今日盘面止跌回

升，市场早间试探报价与昨日基本持平，此时虽已有成交体现，

但表现一般；进入二节后，市场报价开始小幅下调，市场成交稍

有好转。从今日成交来看，贸易商交投不错，下游拿货需求尚可，

多寻更低价位货物。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6040-46060 元/吨，涨 130 元/吨；平

水 45970-45990 元/吨，涨 13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表现依然疲

软，贴水局面难以扭转；尽管今日市场报价处于贴水格局，但是

市场逢低接货情绪一般，成交平平。今日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升

水 10 元/吨，平水铜贴水 60 元/吨，市场好铜依然报价较少，与

平水铜拉开价格差异。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6160-46180 元/吨，均价 46170 元/

吨，涨 12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20-150 元/吨，市场成交表现一

般，周边冶炼厂到货正常。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30 元/吨，冶炼厂出

货情绪不错，市场接货表现一般，成交表现较为平淡。

重庆市场：1#铜 46130-46150 元/吨，均价 46140 元/吨，涨

130 元/吨，市场报价升 90-110 元/吨，下游接货意愿逐步减弱，

市场成交不理想。

2019 年 7 月 26 日-8 月 2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8 月 2 日 7 月 26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5.59 14.92 0.67

期交所（上海） 8.97 8.57 0.4

期交所（广东） 3.34 2.98 0.36

期交所（江苏） 2.55 2.62 -0.07

期交所（浙江） 0.73 0.75 -0.02

期交所（江西） 0 0 0

上海（非期交所） 1.1 0.8 0.3

广东（非期交所） 1.62 1.29 0.33

重庆 0.31 0.12 0.19

天津 0.25 0.2 0.05

保税库（合计） 39.6 40.5 -0.9

全国（合计） 18.87 17.3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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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持平，不含税的报价，1#光亮铜华东地

区回收报价 42600 元/吨，华南地区回收报价 42500 元/吨，

华北地区回收报价 42600 元/吨。广东地区今日精废差为 872

元/吨，精废差较昨日持平，据我的有色网了解，天津市场国

内回收铜占比很大，占比 70%，主要供应当地铜厂以及发往南

方市场，天津废铜较去年销量整体下滑，市场成交偏弱。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800 元/吨；山东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 6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2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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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650 元/吨。铜价低位震荡，铜杆终端

企业客户看空情绪依旧。

铜板带：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364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485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山东 T2 紫铜

带均价 5374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488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山东市场，企业反馈，价格上涨，

铜板带今日出货一般；以销定产，长单为主。江西市场反馈；

客户表示市场消费尚可，现在出货略微转好，产能利用率上

调。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15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3640 元

/吨，平；宁波 T2 紫铜棒 5240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3740

元/吨，平。今日铜棒华东市场成交尚可，中部地区市场成交

较为清淡，辽宁市场以及西南市场成交开始有所好转。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200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4850

元/吨，平；青岛 TP2 紫铜管 5390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5200 元/吨，平。今日铜管市场订单量一般，行业订单量开

始下行，加工企业谨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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