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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
沪铜主力合约 1505 开盘报于 42890 元/吨，自高位回落，尾盘收于 42540

元/吨，跌 290 元，跌幅 0.68%。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 250 至贴水 13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2380 元/吨-42520 元/吨。现货方面，仍维持贴水，

持货商持货惜售，报价较为坚挺，下游消费意愿无明显变化，整体成交较为

清淡。

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
原料市场原料市场原料市场原料市场

今日国内主流地区铜精矿现货价格下探，现货到港资源增加，多数贸易

商陆续入市参与交易，冶炼企业仍在积极开工，但需求不足，成交清淡。铜

精矿计价系数，目前 20%品味现货铜精矿含税自提计价系数 81%-82%，送货到

厂 84%-85%。

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
金属市场受美指高位回落略有支撑，但上方压力较大回落趋势增强，隔

夜伦铜拉高走稳，尾盘收5900关口上方，今开盘迅速回落走低，并打破日线

5850附近支撑，注意120分钟5800附近表现；沪铜高位回落区间内整理，技术

支撑放缓最低至42430，注意周线MA10和MA20日线交叉42000附近表现，晚间

回落整理后仍将蓄势等待，两会期间或预期政策持续宽松。

下游下游下游下游市场市场市场市场

铜材市场：加工市场陆续开工，新增订单不足消费恢复缓慢，开工企业

消化库存和节前订单，因此略有出货，且预期传统消费旺季很快到来，部分

厂家开工稳定。两会前降息降准刺激力度不强，两会市场高度关注，认为国

内仍将继续出台政策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且部分地方市场重大项目投资

不断推进，以增强企业资金流动性。

废铜市场：今日上海地区1#光亮铜报价37800，国标低氧杆8mm报价40300，

贸易商少量报价，节后开市现货资源不足，小贸易商少量寻货，行情表现稳

定，持货商出货意愿不足，成交清淡。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国内两会期间，财经官员和行业高管的言论将对国内商品市场产生重大

影响，此外，美元指数刷新11年新高。铜市方面，智利发生大旱，加之中国

环保风潮来袭。预料铜价将有一定的反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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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

1111、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

今日市场现货铜升水报贴水250元/吨到贴水130元/吨之间。沪铜主力1505开盘42890元/

吨，收于42540元/吨，跌660元/吨。国内铜精矿今日行情：昆明 Cu20%-25%报9440元/吨，跌

95元/吨；上饶 Cu20%含税价报7290元/吨，跌75元/吨；大冶 Cu20%含税价报7755元/吨，跌75

元/吨；内蒙古 Cu18%-20%含税价报6665元/吨，跌75元/吨。

供应方面，智利气候干旱，英美资源集团(AngloAmerican)和必和必拓(BHPBilliton)表

示，极其干旱的条件已经影响了生产，因为用水受限，包括厕所用水，工人从废石中分离矿

体中的金属，以及平息重型卡车扬起的灰尘。我们预计短期或缓解铜矿供应压力，支撑铜价

回稳，但支撑力度不强，国内库存仍处于高位，上方压力依然存在。

国内市场表现，目前国内主要市场采购计价系数如下：湖北大冶地区 20%品味铜精矿含

税到厂计价系数81.5%-82.5%，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计价系数 79%（含税），上海

港22%品味铜矿含税计价系数 83%-84%。

2222．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

今日废铜价格跟随电解铜有 300-400 元/吨左右的振幅。废铜价格总体回落，目前铜冶炼

企业陆续开工，大多采购铜原矿进行生产，对废铜的需求度不高，即使采购开出的价格也极

低。废铜贸易商目前活跃度低迷，总体看来废铜市场交易清淡。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光亮铜价格 低氧杆价格 H62 黄杂铜 备注

天津 38400 39900 27200 不含税

佛山 38200 39600 24800 不含税

保定 38700 39700 27750 不含税

上海 38000 40000 25400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具体成交方面，废铜主要市场仍然平淡无奇，总体表现偏弱。上海地区保持低量刚需成

交，无明显拿货；山东地区成交量仍未有明显改善，虽然生产企业在逐步开始加大用废铜量，

但仍然没有完整复产采购计划；广东地区仍有少量现货交易进行，但大多现金交易，量也较

少；河北、天津地区下游需求仍不理想，市场非常平淡。

二、二、二、二、现货市场追踪现货市场追踪现货市场追踪现货市场追踪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忽如一夜冬风来，早盘沪铜快速回落。现货市场仍平淡，早市好

铜报-150~-130，市场人气下滑。中盘沪铜继续下滑，贸易商调价出货，好铜升水稳定在

-140~-120。山东、东北地区降价幅度较大，但无奈下游没有拿货，成交量少。主流成交时段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5110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1868.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1868.html
http://data.f139.com/list.do?pid=1


中国铜市场报告中国铜市场报告中国铜市场报告中国铜市场报告
2015 年 03 月 03 日 第 178 期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CopperCopperCopperCopper ReportReportReportReport

©©©©2014201420142014 CopperCopperCopperCopper dailydailydailydaily bybybyby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AllAllAllAll rightsrightsrightsrights reserved.reserved.reserved.reserved. 3

内贸易商较乱，虽然“满大街”全是货源，但实际报价分位两派：惜售派和出货派。市场贴

水波动较大，好铜维持报价-160~-120，如需成交还要调价，拿货意愿稍有恢复。11点前后沪

铜在42500区域窄幅调整稳定后，市场人气渐旺，贴水基本稳定在贵溪-130，好铜-140，平水

-220，湿法-280，拿货意愿较好，成交量较昨日有上升。下午沪铜反弹未果，好铜贴水保守

恢复，好铜-150~-120，平水-220-~180，湿法-290~-240。市场拿货意愿再度回归平寂，实际

成交情况仍然呈低迷态势，市场开始逐渐活跃，但还未到良好运行。

1111、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贴水较为稳定，日内持货商逢高加大出货量，且更多中间商回归市场，大量进口铜

到货涌出，现铜供应压力骤增，贴水一路扩大，少量投机商逢低吸货，下游部分按需少量补

货，供大于求格局持续。外盘方面，LME铜0-3月的现货升水20美元，较前日缩窄8.5美元/吨。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品名 材质/牌号 规格/品位 参考升贴水 涨跌 备注

上海 升贴水 贵溪 Cu≥99.99% C140-C13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四大牌 Cu≥99.99% C150-C13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升水铜 Cu≥99.99% C160-C14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平水铜 Cu≥99.95% C250-C200 +3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湿法铜 Cu≥99.9% C300-C280 +10 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222．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250至贴水13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2380元/吨-42520元/

吨。江西铜业上午挂牌贴水100，较昨日持平，成交依然清淡，目前冶炼厂废铜原料采购紧张，

主因市场货源稀缺，不过冶炼厂主要方向在于直接采购阳极板，因此废铜资源紧张对其生产

没有影响。铜陵有色上午挂牌贴水120，出货一般，长单成交较少，铜进出口较多，不过近期

投放现货市场相对有所增长，由于不愿下调贴水，导致成交不理想。上海大昌今日报价贴水

180，成交80吨，基本是长单。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3333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

单位：元/吨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江西铜业 42550 -350 大冶有色 42500 -350

东营方圆 42600 -400 祥光铜业 42500 -450

金升有色 42500 -400 鹏辉铜业 无报价 -

北方铜业 42550 -400 恒邦股份 42550 -45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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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250至贴水13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2380元/吨-42520元/

吨。沪期铜高位回落，转涨为跌，进口品牌仍是主流，而由于平水铜与好铜拉开价差，市场

早间因部分投机商介入，吸收低价平水铜交付长单，成交一度活跃，但随后平水铜贴水略有

收窄，市场交投重归平静，好铜日内报价基本趋于稳定，市场整体供应依旧充足，少量中间

商认为后期现铜贴水或有望收窄，亦吸收低价平水铜，交投略有改善，但短期仍较难快速消

化现存的库存量，供大于求格局未变。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3333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城市 北京 沈阳 济南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东 武汉 西安 均价

价格 42600 42800 42550 42450 42750 42850 42620 42550 42780 42661

涨幅 -450 -300 -400 -360 -250 -360 -530 -400 -250 -367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4.4.4.4.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评论评论评论评论：：：：近日欧美数据略好，市场信心或有恢复，投行称美加息时间或延至年末。

国内两会期间，市场投资者多采取观望等待策略，我的有色网铜分析师认为，央行降息消化

后铜价小幅回落整理，且国内现货库存增加铜价持续承压，回落趋势增强，而传统消费旺季

即将来临，或有蓄势待冲表现。

技术形态上看，沪铜仍位于前期提示的42450-43000区间短线整理，日线上方压力继续缓

解，今回落整理后下方均线向上提供支撑，而120分钟 MA5位置42850附近形成短线压力，周线

下方支撑42000附近，因此我们预计后期还有500点的回落空间，而后重新蓄势上探，或触及

MA20日线44000关口，注意国内政策表现。伦铜高开回落整理，回到5800-5960区间震荡，15：

00后上冲趋势放缓，60日线下压，注意周线5785短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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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

1111．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

由下面分时图可以看出，沪铜隔夜走高今回落整理，技术短线支撑放缓，上方 44000 阻

力增强，今尾盘收高 42540；节日过后现货市场恢复缓慢，询盘增加但买兴不强，下游开工企

业仍处于观望状态，且部分企业以消化库存为主，市场成交好于昨日但仍显不足。1505 合约

总持仓量增加 4426 手至 324956 手，成交量 403956 手，结算价 42800，明显上跌 0.68%。

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3333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 1501501501505555合约合约合约合约分时分时分时分时走势图走势图走势图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222、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

国信期货国信期货国信期货国信期货：：：：风险事件来袭，铜市调整关注指引。消息面上，3月首周金融市场传统“超级

一周”将迎来密集风险事件，市场聚焦各国经济数据及央行，此外中国两会拉开帷幕吸引全

球目标，其中关于猜测不断的中国2015年的 GDP 增长目标，市场主流预测在7.0-7.3%，在国

内经济仍强调改革和调结构的背景下，中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能否托底稳增长

有待观察，金融市场静待两会信号。对于后市，笔者认为铜价调整后仍有反弹空间，一方面

是国内外宏观大环境上迎来“小阳春”，美元高位徘徊暂缓对商品施压，另一方面，铜市自身

反弹话题较强，主要产铜国智利发生大旱，最大精铜生产国中国环保风潮来袭，使得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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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市供应不乏炒作话题，而3-5月份铜传统消费旺季临近，铜市供需改善预期增强。铜价5800

美元/42000一线料转为支撑，更上方阻力在6000美元/44000一线，操作上建议短多思路为主，

关注中美政策指引。

瑞达期货瑞达期货瑞达期货瑞达期货：：：：本周风险事件集中，沪铜或陷入高位振荡。美国2月 ISM 制造业 PMI 跌至52.9，

创13个月最低，但2月美国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为55.1，创去年10月来最大，两者统计口

径有所不同，但整体显示美国制造业仍处于扩张之中。澳储行今日维持利率在2.25%不变，市

场反应冷淡，美元指数弱势调整至95.2附近。铜市行业资讯方面，据悉，自澳洲至赞比亚的

铜矿产商正纷纷削减支出规模，这意味着矿山铜产出中断威胁令国际铜市的过剩量缩减。行

情研判：今日沪铜振荡回落，因投资者在中国降息与国内经济放缓之间寻求支撑点。此外，

本周风险事件众多，多空交投偏谨慎，日内虽跌破短多止损点，但操作上仍不改偏多思路。

沪铜1505合约下方支撑关注42000元，若企稳则继续尝试短多。

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
宽松预期继续增强，铜材加工企业并未过多看好资金流动性，中小企业受环境需求订单

等因素影响开工情况仍不足，多数企业认为短期的刺激作用有限，较往年的上半年 2015 年或

表现略艰难，同样期待出台更多的政策支撑中小企业的发展。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政策出台后铜板带加工企业很淡定，已经开工的大型企业维持运行，消化

节前订单和库存外新增情况欠佳，现货市场积极性不高且贸易商无大量接货迹象。中小企业

陆续开工但生产信心不强，铜材社会库存仍然在消化，对于 2014 年末预期的铜材出口政策方

面仍有期待，或积极看好国外市场高精材需求。

现货铜板带报价略稳，贸易商小幅度下调价格，他们认为刺激作用已经放缓，但铜价仍

位于区间震荡，参与期货交易的多采取高抛低吸策略。

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今日铜杆报价小幅回落，但企业开工情况不稳，华东市场企业已经上班但

厂子开工将有延缓，一是受春节假期影响工人返工情况较差，二是订单不足开工出货不如预

期，三是继续等待国内政策层面，希望节后资金市场能有松动。但第一天开市反应不明显，

现货流动性很差。据当地贸易商反馈，华南市场和北方市场铜杆线加工企业或多计划元宵节

后开工，继续期望二季度消费市场有回暖表现。

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价回稳铜管加工企业无意补库，仍然较坚挺报价，部分企业小幅调整，对

于年后需求市场的低迷企业早有预料，因此多数开工并不积极。消费市场反馈来看，国内外

房屋数据有好转，且市场传言国内房市新政继续出台，或将刺激房产市场压低库存，促进消

费回暖。但市场认为，房产市场铜消费量有限，电解铜价格的弱势表现难有刺激，而铜管产

品的消费多数用于家电、家居等，因此或有小量刺激，而铜价难受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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