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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沪铜震荡下行 成交孱弱升水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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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62 +1473

LME 129225 -2675

7 月 30 日：

沪铜主力 2009 震荡走软。开盘报价 51760 元/吨，盘中

最高 52170 元/吨，最低 51560 元/吨，收盘 51690 元/吨，

跌 80 元，跌幅 0.15%。沪铜主力 2009 合约全天成交量

142028 手增加 15521 手，持仓量增加 2311 至 122527 手。

沪铜主力今日收跌，KDJ 曲线开口仍然向下扩张。

LME 铜开盘 6499 美元/吨，收盘 64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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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维持高位震荡走势，午盘有所回落，至

尾盘收跌 0.15%。现货市场报价积极性较高，但接货表现不

佳，部分货源下调价格，但对成交刺激有限。宏观面，美联储

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0-0.25%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

场预测今晚发布的美国二季度 GDP 或暴跌 34.5%,创 1947 年

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如果未来疫情长期未能改善，美国经

济将很难快速复苏。美国 6 月房屋月度销售量环比上涨

20.7%，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成为最大推动因素，尽管二

季度美国经济异常疲弱，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尚佳表现成为促

进铜消费的亮点。产业端来看，供给端仍处于收缩状态，基本

面对铜价支撑力度并未减弱，冶炼企业提前储备粗铜或阳极

板，因此产量影响并不明显；LME 库存继续下降，欧洲需求

不断修复令外盘走势偏强，短期铜价或维持高位震荡格局。

行业热点

【2020 年 2 季度 Freeport 铜总产量 34.82 万吨，超额完成修

订目标】

2020 年 2 季度 Freeport 铜总产量 34.82 万吨，同比减少

1.29%，环比增加 4.93%，达到甚至超额完成了其 2020 年 4

月修订的运营计划中几个关键目标。FCX1 月份宣布扩产计划，

2020 年计划投资 1.5 亿美元，预计 2020 年铜产量为 158.9 万

吨，2021 年铜产量增加 4.54 万吨，2022 年增加 9.08 万吨，

但为了保护资本及结合市场情况，1 季度扩产计划搁置。由于

疫情影响 4 月修订了扩产计划，预计 2020 年铜产量为 140.74

万吨，下降 11%。

【重庆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延长至 2022 年底】

7 月 28 日，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稳定和扩

大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在 6 月 4 日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该《措施》的征求意见稿。《措

施》明确表示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有效期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德国 7 月季调后失业率 6.4 6.5 6.4

瑞士 7 月 KFO 经济领先指标 59.4 75 85.7

美国至 7 月 29 日当周美联储利率

（上限）
0.25 0.25 0.25

美国至 7 月 29 日当周美联储利率

（下限）
0 0 0

美国 6 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44.3 1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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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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50 9:30-10:30

升 100 升 20-30 贴 60 10:30-11:00

广东 贴 50 贴 100 / 9:30-10:30

贴 40 贴 90 / 10:30-11:00

山东 升 80-11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90-18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10-14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51900 元/吨，涨 30 元/吨，

平水铜均 51820 元/吨，涨 20 元/吨；湿法铜均 51740 元/吨，

涨 0 元/吨。今日市场持货商出货情绪较为积极，市场报盘数

量明显增多，但市场整体接货端表现依然未见明显好转，市场

报价也因此持续下移至周内低位。市场好铜供应依然紧张，市

场好平价差较大，短期价差继续保持，升水上行压力大。

广东市场：广州报价好铜 51730-51780 元/吨，跌 20 元

/吨；平水 51690-51720 元/吨，涨 10 元/吨；现货库存持续

增加，较昨日增加 1443 吨至 40289 吨，贴水幅度扩大，升

水铜-50 元/吨成交,平水铜主要围绕于-100 元/吨成交，至二

节，升水小幅拉升 10 元/吨，日内整体成交平平，市场活跃度

较前两日稍有好转。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1890-51970 元/吨，均价 51930

元/吨，平，市场报价升水 90-180 元/吨，市场成交表现冷清，

多以长单交易为主，零单成交少。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80-110 元/吨，

市场供应紧张，多数冶炼厂鲜有零单，成交欠佳。

重庆市场：重庆 1#铜 51860-51920 元/吨，均价 51890

元/吨，涨 2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90-140 元/吨，升水平稳，

下游采购需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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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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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废差收窄，华

南市场精废差较昨日扩大 116 元/吨至 2718 元/吨。华南市

场废铜商避险情绪浓厚出货意愿减弱，持货商惜售，整体交

投氛围略显清淡，华东市场废铜商谨慎看待铜价持观望态度，

下游利废企业畏跌情绪浓厚按需采购，贸易活跃度减弱，整

体成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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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8640 元/吨，持平，H62 黄铜

带均价 4695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835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825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铜板带市场终端消费继续走弱，且出口部分持续

疲软，铜价高位，铜板带企业减少原料采购量，原料库存量

维持生产即可，故原料库存环比下降明显，成品库存因消费

低迷略微增加。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410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3500

元/吨，上涨 15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4750 元/吨，平；

H62 黄铜棒 43550 元/吨，上涨 15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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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H62 黄铜管 45600

元/吨，上涨 150 元/吨；宁波 TP2 紫铜管 56950 元/吨，平；

H62 黄铜管 46050 元/吨，上涨 15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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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