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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下跌期铜回落 交投冷淡成交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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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06 +677

LME 73425 -3125

9 月 9 日：

沪铜主力 2010 走势疲软。开盘报价 52060 元/吨，盘中

最高 52300 元/吨，最低 51520 元/吨，收盘 51830 元/吨，

跌 690 元，跌幅 1.31%。沪铜主力 2010 合约全天成交量

150155 手增加 57828 手，持仓量减少 3965 至 110683 手。

沪铜主力今日收跌，日内跌破 20 日均线支撑位。

今日 LME 铜开盘 6679 美元/吨，收盘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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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宏观环境影响，隔夜沪铜跳空低开，日间震荡运行，

至尾盘收跌 1.31%。现货市场整体呈现供需两弱局面，交投

活跃度不高，升水未有明显变化。隔夜原油暴跌，市场避险

情绪升温，美元向上运行，基本金属集体飘绿。智利 Codelco

与工会间紧张关系加剧，矿端恢复进程仍存不确定性。据调

研进入 9 月下游加工企业订单较 8 月淡季有一定好转，但是

否进入旺季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国内库存拐点尚未出现，短

期内盘上方压力明显。但 LME 库存继续刷新低位，后续宏观

面大概率继续宽松，美元弱势格局难改，铜精矿供给格局依

然偏紧，短期预计沪铜依然位于高位震荡区间，等待消费端

表现指引。

行业热点

【5-7 月 Codelco 旗下 Ministro Hales 原矿处理效率提高

23%】

今年 5-7 月，Codelco 旗下 Ministro Hales 矿山原矿加

工量达到了 2530 吨每小时，相比之前 4 个月的原矿处理效率

提高了 23%。 在今年 5-7 月，Ministro Hales 每天可处理原

矿 5.7 万吨，已经达到了 2021 年的预期水平。

【铜箔行业首个 5G+智慧工厂成果发布】

据经济日报报道，9 月 7 日，江西鹰潭高新区举办 5G+工

业互联网应用成果展示发布会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全国

首个铜箔行业 5G+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应用成果发布。该应用

成果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路径、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降本

增效为目标打造智能化工厂，实现了诸多技术应用突破。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中国 8 月 CPI 年率 2.7 2.4 2.4

中国 8 月 PPI 年率 -2.4 -1.9 -2

瑞士 8 月季调后失业率 3.3 3.4 3.4

瑞士未季调失业率 3.2 3.3 3.3

韩国 8 月失业率 4.2 4.2 3.2



中国铜市场报告
2020 年 9 月 9 日 星期三 第 133 期 上海钢联铜研究小组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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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0 升 70-80 贴 30-10 一节

升 90 升 70-80 贴 40-10 二节

广东 升 50 贴 30 贴 80 一节

升 50 贴 40-30 贴 80 二节

山东 升 0-100 当月合约

天津 贴 30-升 1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70-11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52030 元/吨，跌 510 元/吨，

平水铜均 52010 元/吨，跌 490 元/吨；湿法铜均 51930 元/

吨，跌 500 元/吨。今日市场早间报价询盘积极性不高，持货

商报盘数量有限。市场接货情绪不高，及少量成交于升水 80

元/吨，升水铜几无市场交易，后续二者陆续下调，升水铜依

然难见起色，平水铜低价成交鲜有。今日整体交易活跃度偏低，

市场持货商调价意愿表现也并不强烈，报盘少且升水僵持。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51930-52050 元/吨，跌 500 元/

吨；平水 51850-51970 元/吨，跌 500 元/吨；今日市场出货

情绪占主导，但接货者较少，仅维持按需采购，中间商亦缺乏

主动买兴，日内交投困难。平水铜报价贴水 30 元/吨，成交偏

差，部分贸易商报价下调 10～20 元/吨，但并未提振市场接

货情绪，整体询价氛围低迷，实际成交寥寥。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1910-52050 元/吨，均价 51980

元/吨，跌 500 元/吨，市场报价贴水 30-升水 100 元/吨，市

场交投依然处于冷淡氛围中，成交清淡。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0-100 元/吨，冶

炼厂出货一般，部分炼厂开始出口货物。

重庆市场：1#铜 52010-52050 元/吨，均价 52030 元/

吨，跌 50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70-110 元/吨，市场出货稳

定，贸易商调价情绪一般，但下游采兴不佳，市场成交偏淡。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8 月 28 日 9 月 4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25.5 26.25 0.75

中国库存

上海 23.3 22.85 -0.45

广东 6.77 7.78 1.01

江苏 3.14 2.9 -0.24

浙江 0.03 0.03 0

江西 0 0 0

重庆 0.16 0.16 0

天津 0.12 0.13 0.01

四川 0.04 0.04 0

河南 0.04 0.04 0

合计 33.6 33.93 0.33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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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中国市场废铜价格呈现下跌趋势，废铜价格下跌幅度在

200-300 元/吨左右，华南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6800 元/

吨，华东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6700 元/吨，华北市场 1#

光亮铜价格在 46700 元/吨，另据调查华南地区精废差收窄

74 元/吨至 2058 元/吨。调查显示，今日现货市场铜价格高

位震荡下行，废铜价格跟跌，上游持货商避险情绪浓厚，捂

货不出，下游利废加工企业订单情况一般，按需采购为主，

但由于货源供应较为紧张，出现加价采购情况，其中华南地

区废铜采购商多次上调价格，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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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450 元/吨；华东地区江苏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含升

贴水加工费报 580-660 元/吨，国产竖炉杆加工费报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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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580 元/吨；华南地区广东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

加工费报 580-660 元/吨，国产竖杆炉 420 元/吨。

铜板带：浙江 T2 紫铜带均价 58250 元/吨，下跌 400 元/

吨，H62 黄铜带均价 48000 元/吨，下跌 500 元/吨。安徽

T2 紫铜带均价 5817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H62 黄铜带

均价 44810 元/吨，下跌 500 元/吨。浙江市场铜板带下游

新能源汽车端子、散热器领域订单尚可，其余产品略显低迷，

消费增长乏力；安徽市场成交情况稍有好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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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0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H62

黄铜棒 4390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505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H62 黄铜棒 4395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今日铜棒市场订单量一般，铜棒企业按需采购，

广东市场大中型企业订单量较为稳定，排产期约在 7-15 天。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705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H62

黄铜管 4535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宁波 TP2 紫铜管

57000 元/吨，下跌 400 元/吨；H62 黄铜管 45700 元/吨，

下跌 400 元/吨。今日铜管市场订单量表现一般，江苏铜管

市场订单量尚可，企业排产期有所延长；北方市场铜管订单

表现较弱，产能利用率进一步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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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