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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延续震荡走势 升水僵持成交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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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89 -603

LME 131900 -2125

7 月 29 日：

沪铜主力 2009 偏强震荡。开盘报价 51400 元/吨，盘中

最高 51990 元/吨，最低 51380 元/吨，收盘 51880 元/吨，

涨 180 元，涨幅 0.35%。沪铜主力 2009 合约全天成交量

126507 手减少 40497 手，持仓量增加 5412 至 120216 手。

沪铜主力今日收涨，重新站上 5 日均线和 10 日均线。

LME 铜开盘 6458 美元/吨，收盘 64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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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市场情绪影响，今日沪铜呈偏强震荡走势，至尾盘收涨

0.35%。现货市场今日报价相对稳定，短期好铜供应紧张格局

延续，整体成交平淡。宏观方面，美国疫情形势愈发严峻，令

经济复苏前景蒙上阴影，美联储将多数紧急贷款计划实施时间

延长三个月至年底，市场流动性保持宽裕。日内美元继续探底，

铜价尚有走强动力，但后续需警惕国际紧张局势升级及消费端

走弱的风险。产业端来看，精废差扩大带动废铜市场成交热度，

上半年废铜批文余量尚有 11 万吨，加上三季度批文总计近 30

万吨配额，三季度废铜供给预计有所宽松。随着智利矿山罢工

危机解除，矿端热度有所减弱，但就矿企年度产出指引来看，

12 家矿企产量预计下调 46 万吨，铜供给端仍旧紧张。

行业热点

【澳大利亚 Aeris2020 年产量目标维持在 2.35-2.45 万吨不

变】

2020 年 2 季度，Aeris 铜产量 0.67 万吨，环比增加 10%，

同比减少 9%，主要因为 Murrawobia 铜矿开采量增加而且 2

季度铜品位上升。2020 年铜产量最新目标为 2.35-2.45 万吨不

变。Tritton 获得新勘探许可证，Murrawobia 完成 17 个钻孔

工作。

【国内最大规模 5G 智能电网建成】

7 月 28 日消息，青岛 5G 智能电网项目日前建设完工，这

个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 5G 智能电网，成功实现 5G 智能分布

式配电、变电站作业监护及电网态势感知、5G 基站削峰填谷供

电等多个新应用。去年下半年，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中国电信

青岛分公司、华为公司三方共同组建 5G 应用联合创新实验室，

共同推进 5G 在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截至目前，

合作三方在青岛已部署 30 余个 5G 基站，借助 5G 技术赋能传

统电网，有效支撑 5G 智能电网应用。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 7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98.1 94.5 92.6

美国 7 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0 5 10

澳大利亚第二季度 CPI 年率 2.2 -0.4 -0.3

澳大利亚第二季度 CPI 季率 0.3 -2 -1.9

瑞士 7 月 ZEW 投资者信心指数 48.7 --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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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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升 30-40 贴 50 9:30-10:30

升 100 升 30 贴 50 10:30-11:00

广东 升 0 贴 80 / 9:30-10:30

升 0 贴 80 / 10:30-11:00

山东 升 100-13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30-18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10-14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51870 元/吨，跌 150 元/吨，

平水铜均 51800 元/吨，跌 160 元/吨；湿法铜均 51720 元/

吨，跌 170 元/吨。日内市场整体成交表现平淡，市场贸易商

出货积极性不错，报价下月票升水 30-40 元/吨，整体调整幅

度较小，但接货端表现偏弱，多数成交在低价货源之中。市场

今日好铜货源较前几交易数量进一步减少，市场报价与平水铜

拉开明显价差。短期来看，市场好铜紧张局面不改，市场成交

难有明显改观，升水表现继续僵持。

广东市场：广州报价好铜 51760-51790 元/吨，跌 180

元/吨；平水 51680-51710 元/吨，跌 190 元/吨；市场无利

好，库存量维持高位，下游消费动力不足，升水铜围绕 0 元/

吨成交，市场非注册铜大量流入，平水铜贴水扩大，报价-80

元/吨，当前市场处于胶着状态，接货商暂时观望为宜。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1910-51950 元/吨，均价 51930

元/吨，跌 15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150-180 元/吨，市场成

交表现冷清，多以长单交易为主，零单需求弱。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100-130 元/吨，

市场供应紧张，多数冶炼厂少有零单出货，成交欠佳。

重庆市场：重庆 1#铜 51840-51900 元/吨，均价 51870

元/吨，跌 17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90-140 元/吨，需求较

疲软，成交无明显改善。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020 年 7 月 17 日-7 月 24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7 月 17 日 7 月 24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20.6 21.1 0.5

中国库存

上海 20.9 21.6 0.7

广东 2.75 3.17 0.42

江苏 3.62 3.52 -0.1

浙江 0.01 0.01 0

江西 0 0 0

重庆 0.07 0.1 0.03

天津 0.02 0.02 0

四川 0.03 0.03 0

河南 0.02 0.03 0.01

合计 27.42 28.48 1.06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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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下跌 100 元/吨，不含税不含运费报

价，1#光亮铜华东地区 46100 元/吨，华南地区 46000 元/

吨，华北地区 4590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铜价下跌精

废差收窄，华北市场精废差较昨日收窄 106 元/吨至 2917 元

/吨。今日铜价下行华北市场下游厂家贸易商看空情绪浓厚，

采购商按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废铜企业表示对后市铜价

不存在过高期望。华南市场商家表示铜价持续走弱，废铜商

避险情绪浓厚，出货意愿减弱，市场成交不佳。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地区天津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报

500-550 元/吨；华东地区江苏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含升贴

水加工费报 580-620 元/吨，国产竖炉杆加工费报 580 元/吨；

华中地区江西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不含升贴水加工费报

550-580 元/吨；华南地区广东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

报 600-650 元/吨，国产竖杆炉 420 元/吨。今日铜价持续震

荡，市场成交一般。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864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6750 元/吨，持平。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83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8050 元/

吨，持平。安徽市场汽车及电子行业领域订单需求下滑严重，

企业销量情况不佳。江苏市场铜板带成交情况稍有好转，整

体订单需求依旧偏弱，下游接货较谨慎。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4100 元/吨，下跌 150 元/吨；H62

黄铜棒 43350 元/吨，平；宁波 T2 紫铜棒 54750 元/吨，下

跌 150 元/吨；H62 黄铜棒 43400 元/吨，平。废铜货源逐渐

增加，黄铜棒生产企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但消费端正处于

淡季，各地铜棒企业谨慎经营为主。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6950 元/吨，下跌 150 元/吨；H62

黄铜管 45450 元/吨，平；宁波 TP2 紫铜管 56950 元/吨，

下跌 150 元/吨；H62 黄铜管 45700 元/吨，平。今日铜管订

单量有所下降，开工率进一步下调，空调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企业清库存压力偏大，铜管订单季节性回落。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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