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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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94 -618

LME 228275 -3675

沪铜主力 1906 合约低位运行。开盘报价 47500 元/吨，日

内最高 48120 元/吨，最低 47420 元/吨，收盘 48010 元/吨，

跌 910 元，跌幅 1.86%。沪铜主力 1906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19922 手至 120546 手，持仓量增加 694 手至 178982 手。今日

沪铜主力跳空低开后维持低位运行，收于长大阳柱，晚间或依

旧偏弱运行日均线下方。

（今日为英国五月初银行假日，伦敦 LME 市场休市 1天）

明日观点

受宏观情绪影响，今日有色金属市场全线飘绿，沪铜主力

开盘后跳空低开，收跌 1.86%。今日是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

市场避险情绪急剧升温，加之假期公布的中国 4 月制造业 PMI

不及预期，欧元区 4月制造业 PMI 仍低于荣枯线，叠加引发市

场悲观预期，铜价大幅受挫。现货市场今日观望情绪浓厚，出

货接货表现谨慎，随着报价持续下调，市场稍有成交。目前宏

观利空因素影响已体现在盘面，美指跌破 98 关口但仍处高位，

国内铜库存处于下降趋势，宏观经济不佳或将引发下游需求继

续疲软，预计铜价短期内偏弱震荡为主，明日运行区间在

47500-48300 元/吨。

行业热点

【埃斯康迪达铜矿产量大幅增长】

世界最大铜矿——智利的埃斯康迪达（Escondida）铜矿

2018 年产量为 124.3 万吨，较 2017 年增长 34%，主要原因是

选矿厂产能增加，而且没有发生罢工情况。公司利润为 16.8

亿美元，增长 41%。

【Las Bambas 铜矿将于今明两日与当地社区举行谈判会议】

最新谈判会议将在 5 月 6日-7 日举行，或将会对事态有新

的推动。在此次会议上，社区旨在推动两项提案，要求赦免自

2011 年起参加抗议活动的社区成员，同时要求改变相关法律条

款以证明抗议活动的合法性。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中国 4 月财新服务业 PMI 54.4 54.2 54.5

美国至 5月 3日当周石油钻井

总数（口）
805 -- 807

美国至 5月 3日当周总钻井数

（口）
991 -- 990

欧元区 4月 CPI 年率初值 1.4 1.6 1.7

英国 4 月服务业 PMI 48.9 50.5 50.4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呈现骤降开盘 价格走低观望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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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升 30 贴 20 9:30-10:30

升 120 升 20 贴 30 10:30-11:00

广东
/ 升 100 / 9:30-10:30

升 120 升 10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80-22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60-18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8020 元/吨，跌 910 元/吨；平水

铜均 47920 元/吨，跌 930 元/吨；湿法铜均 47870 元/吨，跌 920

元/吨；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120 元/吨，平水

铜升水 20 元/吨。湿法铜贴水 30 元/吨。五一假期结束，市场重

启交易；由于假期期间，海外空头入市，铜价受打压较为明显。

今日开盘价格大幅下挫，贸易商挺价情绪回升，但下游驻足观望

心态较为浓厚，接货不佳。今日交投以贸易商间交投为主，成交

较一般。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8010-48030 元/吨，跌 930 元/

吨；平水 47990-48010 元/吨，跌 93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报价

回升，当月票好铜升水 120 元/吨，平水铜升水 100 元/吨；今日

市场交投不错，主要成交于升水 100 元/吨线附近，市场虽有上

调报价情况，但对成交有所抑制，此后报价稳定于 100 元/吨，

成交表现尚可。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8080-48120 元/吨，均价 49100 元/

吨，跌 100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80-220 元/吨；近期市场报价

少，且货源偏紧张，整体成交平淡。

山东市场：市场冶炼企业零单报价少，地区大型企业检修，

冶炼厂出货数量有所下降，加之盘面下跌，出货情绪不佳。

重庆市场：1#铜 48060-48080 元/吨，均价 48070 元/吨，跌

97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60-180 元/吨。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

场成交较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4月 26 日 4 月 19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21.97 23.67 -1.7

期交所（上海） 11.09 12.2 -1.11

期交所（广东） 4.37 4.84 -0.47

期交所（江苏） 5.47 5.57 -0.1

期交所（浙江） 1.02 1.04 -0.02

期交所（江西） 0.03 0.03 0

上海（非期交所） 0.8 0.8 0

广东（含期交所） 1.08 1.92 -0.84

重庆 0.12 0.16 -0.04

天津 0.08 0.17 -0.06

保税库（合计） 59.2 61.3 -2.1

全国（合计） 24.05 26.69 -2.64

注：全国（合计）=期交所（全国）+非期交所（上海）+非期交所（广
东）+重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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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2019 Mymetal. All rights reserved. 我的有色网 版权所有

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下跌 600 元/吨，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37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436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3500 元/

吨；今日精废差缩小 282 元/吨为 896 元/吨。持货商挺价意愿

强烈，且货源有所不足，市场成交平淡。近日，受到“3·21”

江苏爆炸事故的持续影响，全国范围内展开化工园区大检查，

全国 1000 多家化工园区将面临整改，不合格的将被关停。面

对宏大的目标和骨感的现实，中国的化工企业又到了“信心比

黄金贵的时刻”，但这仅是中国化工行业现状的一个缩影。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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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40 元/吨，下跌 8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5100 元/吨，下跌 6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3600 元/吨，下跌 8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6100

元/吨，下跌 600 元/吨。浙江中型企业反馈今日铜价大跌对接

货情况影响不大，正常出货情况为每日 70-80 吨，五一放假期

间出货情况不佳，有库存积压，节后出货量达每日 100 吨。今

日铜价大幅下跌，铜板带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1850 元/吨，-800 元/吨；H62 黄铜棒

45690 元/吨，-6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4100 元/吨，-800

元/吨；H62 黄铜棒 45790 元/吨，-600 元/吨。今日铜棒市场

订单量一般，大多数加工企业按需采购原材料，对铜棒需求较

为稳定的老客户由于铜价下降今日下单量略多一点。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3950 元/吨，-800 元/吨。H62 黄铜

管 46950 元/吨，-6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4700 元/吨，

-800 元/吨，H62 黄铜管 47200 元/吨，-600 元/吨。今日铜管

市场订单量一般，加工企业和下游消费市场一般按需采购，一

系列利空因素导致后期消费市场需求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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