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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概述 

本周期铜价格表现震荡下探为主，主力 1511最高 41200元/吨，最低 38250

元/吨，波幅 2000元/吨左右；多头持仓明显减少，空头增仓较多，由此看出

市场看空情绪增加，短期铜价涨势有限。 

现货本周交易表现稍显好转，下游采购需求表现回升，使现货维持升水

出货，不过沪伦比值增加导致进口铜大量进口，从而使市场供应表现充足，

升水回升空间遭受打压。目前冶炼厂减产力度不强，目前就江铜、铜陵进行

减产，山东冶炼企业基本上没有减产计划，因此市场供应量后期依然表现充

足。 

 
行业精选      

1、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矿产资源合作 

2、智利直补中型铜企 超100万吨年产能将留存 

3、五矿资源秘鲁 Las Bambas 铜矿项目预计明年投产 

4、ICSG:2015年6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过剩2000吨 

5、Codelco下属 Andina铜矿震后恢复运营 

有色价格 
时间 

上海地

区 
广州地区 重庆地区 山东地区 沈阳地区 

9月21日 40060 40200 40300 40200 40500 

9月22日 40700 40800 41000 40800 41100 

9月23日 38820 39000 38970 38900 39200 

9月24日 38920 39100 39070 39000 39400 

9月25日 39120 39300 39270 39100 3950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有色视界    

下周预判 

我的有色网调查：美国加息已经敲定，不过影响早已产生，后期即使如

期加息，市场或有一定的抗跌性；从本周经济数据来看，表现并不理想，但

国内节前备货预期不错，且真实采购需求同样有所回升，给予铜价支撑。 

国内本周沪伦比值徘徊 7.65-7.71 之间，有利进口铜清关进口，不过由

于人民币再次升水，导致进口铜利润减少。据统计本周进口铜清关量 3 万吨

左右，其中多数清关流入国内，导致国内现货供应出现明显增长，而保税区

库存持续下降至 36 万吨左右。基本面，本周铜材下游新增订单表现依然不佳，

但企业节前正常备货需求有所体现。本周市场采购需求因节假期的到来，表

现出增长，市场成交量相对好转。目前大型铜杆企业每天采购量在 1600吨，

较上周的 1400吨量同比增长 200吨左右，而一般贸易商每天出货量在 600-700

吨，采购量有所提升。随着对经济预期的悲观，铜市再次步入空军行列，节

前贸易商基本不愿留有库存，因此我的有色网预计节后空头或再次冲击市场，

价格将持续震荡下探，现货整体区间 4400-4600，沪铜或在 37000-39000 元/

吨区间震荡，有继续探寻底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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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精矿市场 
 

1、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 

国内市场，受电解铜价格大跌的影响，本周铜精矿价格呈现阶梯式下跌格局：周一价格跌势涌现，

各地均价下跌110元/吨至150元/吨；周二价格跌势稍作停歇，维持周一价格水平；周三价格以更大幅

度下探，下降区间为170元/吨至235元/吨；周四再次停歇，周五价格稍有回转，各地均价上升50元/

吨至75元/吨。本周均价较上周下降210元/吨至300元/吨。行业方面，山东金岭矿业近日发布的半年

报披露，铜精粉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293万元，同比下降13.35%；毛利为713万元，同比下滑1.88%。上

半年生产铜精粉金属量785吨，销售849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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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计价系数 77%（含税），上海港22%

品味铜矿含税计价系数 80%-81%。 

表一 21~25 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 
单位：元/吨  

日期 丹东港 

20% 

大连港 

20% 

青岛港 

18%-20% 

天津港 

15%-18% 

上海港 

20%-24% 

连云港 

20% 

南通港 

20% 

宁波港 

18%-20% 

黄埔港 

20%-23% 

9月21日 6280 6280 6280 5550 7500 6490 6350 6350 7300 

9月22日 6280 6280 6280 5550 7500 6490 6350 6350 7300 

9月23日 6075 6075 6075 5375 7245 6280 6145 6145 7065 

9月24日 6075 6075 6075 5375 7245 6280 6145 6145 7065 

9月25日 6135 6135 6135 5425 7320 6340 6205 6205 7135 

周均价 6170 6170 6170 5455 7360 6375 6240 6240 7175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 

本周国际市场，继续聚焦智利，继地震之后，智利矿产部长奥罗拉〃威廉姆斯周二表示，政府将

通过发放紧急贷款的方式给予铜矿企业直接的补助，以帮助他们渡过困难时期。智利政府此举或是为

了避免铜矿企业关门所带来的就业问题。据了解，此次受补助的铜矿企业将是那些产能低于5万吨/年

的中型铜企，或有20多家铜企将因此受益。但此举也意味着超过100万吨/年的产能将继续在市场留存。

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供应国，供应量占全球三分之一，铜矿出口占智利总出口额的60%。据了解，

2014年智利产铜575万吨（包括铜精矿和阴极铜），智利铜业委员会之前将2015年铜产量预期自600万

吨下调至590万吨。2015年上半年铜智利产量为29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6%，因一些大型项目产量

的大幅增长被其它一些项目维护及破坏性的抗议活动抵消。 

 

二、精炼铜市场 
 

1.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     
 

本周内电解铜报价相对稳定，好铜主流成交价基本维持在升水 30-60元水平，周二铜价

走势仍继续承压，现货实际需求的短暂好转并未也无力改变整体疲弱的格局。周五备货预期

强烈，无奈市场货源充足，全线转为贴水，只在午后有少许成交。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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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相对保守，好铜报价刚转升水，但因周一效应，基本无拿货。周三升水扩大，货源

进步一减少，下游市场备货增多。但因市场认可度一般，供需双方呈现拉锯状态。周四下下

游需求仍然较差。加之月底风险因素集中，下游并无大量囤货备货迹象，按需采购以保证正

常生产。 

表二 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日期 

上海         

升贴水 c=贴水 b=升水     

贵溪 升水铜 
其他升水

铜 
平水铜 湿法铜 

99.99% 99.99% 99.99% 99.95% 99.90% 

2015.9.25 c30-c20 c40-c30 c50-c30 c80-c50 c100-c80 

2015.9.24 b30-b40 b20-b30 b10-b30 c20-b10 c50-c30 

2015.9.23 b60-b70 b50-b60 b40-b50 b20-b40 c20-b0 

2015.9.22 b0-b10 c20-c10 c30-c20 c50-c30 c80-c60 

2015.9.21 b40-b50 b30-b40 b20-b30 c10-b30 c30-c1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 

本周美金铜仓单成交表现抢眼，市场沪伦比值处于7.65-7.71，持续有利境外铜清关进口。 

美金铜仓单、提单升水铜报价表现明显回升，成交报价平均130美元/吨左右，平水和湿法报价升

水120美元/吨，总体成交表现不错。 

周一、沪伦比值7.65，沪伦比表现价格顺挂盈利，进口盈利80元/吨，因人民币回升导致利润下

降，境外进口铜清关依然较多，铜市美金铜升水130-140美金/吨，虽然周一国内现货市场成交疲软，

但依然不能阻挡进口商清关积极性。 

周二、沪伦比值7.71，进口铜价和国内铜价基差拉大，进口盈利200元/吨左右，市场报价125-135

美元/吨提单报价，仓单报价120-130美元/吨，部分进口商选择一部分清关进口，另外一部分直接转

口贸易。 

周三、沪伦比值7.67，进口清关开始盈利100元/吨左右，境外铜报价130-140美元/吨，美金仓单

交易量增加，成交稍好。加上国内市场相对稍显活跃，企业清关积极性增强。 

周四、沪伦比值7.68，进口清关处于高盈利，当天进口铜提单报价升水120-130美元，成交有所

好转。 

周五、沪伦比值维持7.65，进口清关铜稍有下降，但转口贸易依然活跃，周五市场需求回归低迷，

表现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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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 

日期 最低 最高 均价（美元） 

2015-9-21 120 130 125 

2015-9-22 110 130 120 

2015-9-23 120 130 125 

2015-9-24 120 130 125 

2015-9-25 120 130 125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本周美金铜仓单价格震荡走低，LME 铜价走弱，不过美金铜升水持续坚挺，成交活跃。境外铜成

交表现稍显一般，其中依然以平水铜和湿法为主。  

近期到港货较多，美金铜交易活跃度有所增加，但报价依然无明显变化，主要交易区间120-130

美元/吨。 

目前美金铜交易市场表现不错，其融资铜环境变化为直接因素，美金信用证开证困难，融资铜成

本增加，导致美金铜市场长期处于疲软状态。 

 

3.下周铜市场趋势调查 
 

Myyouse 评论：欧元区8月 M3货币供应同比4.8%，预期5.3%，前值5.3%。欧元区8月 M3货币供应三

个月均值同比5.1%，预期5.2%，前值5.1%。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中国没有进入通货紧缩的时期。经

济增速7%左右个人理解为左不要在6.5%以下，右也不要超过7.5%以上，左和右可能在一定误差范围内。

中国没有输出通缩，而是输入通缩。中国担忧来自国家大宗商品的通缩压力。中国未来增长将主要依

靠服务业。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没有大的影响。据知情人士称，中国央行周五再次通过国有银行在人民

币在岸和离岸市场抛售美元以干预汇率，短期内还将持续通过代理行进行干预。央行目标是为了维持

人民币汇率稳定。 

技术形态上看，伦铜本周受市场预期回落和金九银十的落空，震荡重心大幅回落，一度逼近5000

大关，低位蓄势难有支撑，上方阻力位压制因素增强，月线区间5500-5750中期压制，日线5170-5220

区间阻力继续下行，但40日线表现出放缓信号，开始在下方寻求短线支撑。近日提示区间4940-5080

有小幅支撑趋势，消费的低迷和加息预期的再度升温，短期的冲高回落风险进一步加大。密切注意国

内外数据表现。晚间关注120分析20日线5070附近走势，回落风险增加。本周沪铜开始高位回落，符

合我的有色网前期预期，上冲无果遇阻回落，于周一大破40000关口下行寻底，整体围绕40300-38500

上下震荡整理，或继续受国内宽松预期和供需关系变化，但已失去坚挺趋势，上方阻力位因素逐渐显

现，5日线和40日线区间39000-39300不断下行施压，且 MACD 能量柱转绿下行趋势难改，注意下方

37700-38200区间表现。晚间注意38900附近走势，谨慎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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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铜材市场 
 

铜板带市场：本周铜价出现大幅回落，且受政策和供需关系带动，国内长假来临，部分企业有

备货迹象但整体量表现不足，铜价受支撑作用有限，短线上冲乏力，整体以低位震荡整理为主。主要

市场加工企业信心略稳，尽管大部分继续看空铜价，但部分企业现接货情绪，厂家生产维持稳定，较

多的刚需订单仍令大企业“应接不暇”，排产情况较为圆满。本周铜板带企业多挺价出货，尽管铜价

来回波动，贸易商报价显稳定，但终端电子产品企业接货情绪不多，成交情况并未大幅好转，且部分

长单客户也再次减少采购量。据我的有色网了解，部分铜板带报价加工费稳定，在利润压缩趋势明显

刺激下不再调整加工费，因此一些精深加工企业报价要高于市场，低迷行情时期竞争优势再次转弱，

产销情况亦落后于其他。下游消费市场，据客户反馈，主要高精材市场消费有所恢复，逢低接货情绪

回暖，主要规格用电路板、变压器、转子等产品订单稳定，但大部分用带材仍显不积极，企业开工情

绪受到较大限制。同时，资金市场的收窄令企业回款业务压力加大，多期待宽松政策的不断推出，带

动加工市场需求回暖。 

铜杆线市场：本周铜价波动反复，铜杆线报价不断调整，且主要市场加工费亦有变动，较多企

业的刚需订单仍然令市场处于稳定状态，收窄下滑幅度。据了解，北方市场企业生产稳定，多数企业

接单状态良好，但部分企业还是受资金的限制生产转好情况较慢，而主要电缆企业国网招标订单逐渐

进入释放周期，或在集中采购期来临之前带动铜杆加工市场积极性。北方市场需求仍显不足，而主要

企业加工费报价略稳，华北市场报至 700-800（含运费），低氧杆和无氧杆相差无几，华中市场多报

650-700，华南市场稍微坚挺的报在 850-1050，整体略坚挺趋势。对于销售，贸易商仍听到终端是按

需采购，看订单计划安排，较多的贸易商销量的下滑影响到企业正常生产，同时回款周期长也限制企

业资金运转，低迷行情的持续或使铜杆市场面临众多风险。因此，短期的拉涨并未带动市场买涨情绪，

后期期待的农网改造等工程也谨慎看好，预期有限。 

铜管市场：据市场客户反馈，家电市场去库存已经成为常态，美的、格力等大户生产企业厂子

库存高企，生产情况严重受限，近期的铜管采购大幅缩水，拖累铜管等原料价格企稳，部分渠道商等

订单亦有不足。据了解，目前排名靠前的空调厂家原料采购均是回落的，整体生产状态不如预期，且

一部分受限于新屋数据和开工表现，令一部分受限于资金流动性，银行放贷速度较慢。因此，从产量

和销量来看，市场消化掉的库存仍无法带动企业满负荷运营。 

 

四、废铜市场评述 
 

本周废铜价格随电解铜价格起伏，废铜市场也在铜价震荡下如履薄冰。供需仍然处于双

疲状态，尤其国外进口方面，越来越少参与者操作此事。震荡下探的铜价再度把废铜拖入深

渊，好废差价再缩小，采购人气更淡。加之下游铜厂开工缓慢，市场人气清淡，成交萎靡。

但惜售的商家仍然存在，一方面是库存成本较高，另外看涨情绪高涨。本周内各需求方均按

需采购，金九银十的带动作用还有影响，但预计 10月以后废铜价格压力较大，警惕风险。 

 

五、行业精选 
 

1、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矿产资源合作。内蒙古矿业集团日前与蒙古国最大的国有矿业资源龙头



 

 

 

中国铜市场周度报告  
  2015 年 9 月 25日   总 62期 

 

Myyouse Copper Report 
 

©2015 Copper daily by myy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6 

企业——“珍宝蒙古”签订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据介绍，这次战略合作推动了《内蒙古自治

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和地勘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合作涉及到地质勘查、

矿产开采、冶炼加工及煤炭、铜、金资源开发利用等4个方面内容。全文链接 

2、智利直补中型铜企 超100万吨年产能将留存。智利矿产部长奥罗拉〃威廉姆斯周二表示，政

府将通过发放紧急贷款的方式给予铜矿企业直接的补助，以帮助他们渡过困难时期。智利政府此举或

是为了避免铜矿企业关门所带来的就业问题。全文链接 

3、五矿资源秘鲁 Las Bambas 铜矿项目预计明年投产。据消息，五矿资源管理层称，该公司位于

秘鲁总值74亿美元的 LasBambas 项目推进正常，将在2016年5月或6月投入商业化生产，2017年铜产量

将增加至40万吨。全文链接 

4、ICSG:2015年6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过剩2000吨。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发布月报称，2015

年6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过剩2,000吨，5月供应短缺4.3万吨。该组织称，今年前六个月全球精炼铜

市场供应过剩1.9万吨，去年同期为供应短缺57.6万吨。全文链接 

5、Codelco下属 Andina铜矿震后恢复运营。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周四表示，旗下位于安

第斯山脉的 Andina 露天矿场恢复运营，在该国发生8.3级强震后，Codelco 公司的矿业运作似乎未受

影响。周四稍早，该国有铜矿商重启了 Ventanas精炼厂和冶炼厂，周三夜间地震发生后，为防止可

能出现的危险该厂员工被疏散。全文链接 

 

六、后市展望 
 

我的有色网调查：美国加息已经敲定，不过影响早已产生，后期即使如期加息，市场或有一定的

抗跌性；从本周经济数据来看，表现并不理想，但国内节前备货预期不错，且真实采购需求同样有所

回升，给予铜价支撑。 

国内本周沪伦比值徘徊 7.65-7.71之间，有利进口铜清关进口，不过由于人民币再次升水，导致

进口铜利润减少。据统计本周进口铜清关量 3 万吨左右，其中多数清关流入国内，导致国内现货供应

出现明显增长，而保税区库存持续下降至 36万吨左右。 

基本面，本周铜材下游新增订单表现依然不佳，但企业节前正常备货需求有所体现。本周市场采

购需求因节假期的到来，表现出增长，市场成交量相对好转。目前大型铜杆企业每天采购量在 1600

吨，较上周的 1400 吨量同比增长 200 吨左右，而一般贸易商每天出货量在 600-700 吨，采购量有所

提升。 

随着对经济预期的悲观，铜市再次步入空军行列，节前贸易商基本不愿留有库存，因此我的有色

网预计节后空头或再次冲击市场，价格将持续震荡下探，现货整体区间 4400-4600，沪铜或在

37000-39000元/吨区间震荡，有继续探寻底部的可能。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921/06/68102B8A10B81136.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925/06/913719A9A906F6FB.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7008.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925/05/ADC5D78AFEB98CF4.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923/06/CCF2320016EC73C6.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921/06/F29DC4EF234BD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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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

网铜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

信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

完整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

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

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

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

者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

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

合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本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

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

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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