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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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59 +1336

LME 203750 -7725

5 月 13 日：

沪铜主力 1907 合约低位运行。开盘报价 47760 元/吨，日

内最高 47950 元/吨，最低 47600 元/吨，收盘 47660 元/吨，

跌 100 元，跌幅 0.21%。沪铜主力 1907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39968 手至 124112 手，持仓量增加 210 手至 191766 手。今日

沪铜主力未站上日均线，低位盘整为主，晚间关注铜价能否站

上 47700 元/吨一线。

LME 铜开盘 6112.5 美元/吨，收盘 6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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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铜价呈现震荡下行，日内收跌100元/吨，跌幅0.21%。

宏观局面所带来的利空压力持续影响市场，铜价依然处于承压

状态。目前市场依然关注宏观局势短期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反

观现货市场，目前市场接货表现并不理想，虽然当前的绝对价

格走低对终端系属利好表现，但价格未来走势的不明朗依然使

得下游家伙表现趋于谨慎；加之目前临近交割时段，市场升水

下调空间表现有限，预计交割后市场或许稍有回暖。短期内预

计铜价保持偏弱运行状态，关注宏观层面局势变化以及货币市

场情况，运行区间在 47100-47800 元/吨。

行业热点

【2019 年 4 月全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17.73%】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9 年 4 月，乘用车整体

消费动力依然不足，当月销量环比和同比均呈较快下降。1-4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延续了快速下降趋势，降幅比 1-3 月略有

扩大。

【赞比亚与矿企关系趋紧 要求嘉能可交出当地两座铜矿竖井

的控制权】

赞比亚要求嘉能可(Glencore Plc)将两座铜矿竖井的控制

权交给当地承包商，之前嘉能可位于赞比亚的子公司已经计划

关闭这两座竖井。这一系列举动表明目前嘉能可与当地最大运

营商之间的关系可能有所趋紧。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法国 4月 BOF 商业信心指数 100 100 99

美国至 5 月 10 日当周石油钻

井总数（口）
807 -- 805

美国至 5 月 10 日当周钻井总

数（口）
990 -- 988

美国 4月政府预算（亿美元） -1470 1650 1603

日本 4月外汇储备（亿美元） 12918 -- 12934.99

数据来源：SHFE, LME

铜价弱势表现延续 成交表现暂难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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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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升 0-10 贴 60 9:30-10:30

升 70 贴 0-10 贴 80 10:30-11:00

广东
/ 升 70 / 9:30-10:30

升 90 升 7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280-3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50-17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7630 元/吨，跌 340 元/吨；平水

铜均价 47550 元/吨，跌 340 元/吨；湿法铜均价 47530 元/吨，

跌 310 元/吨；早间市场报价企高，但成交困难此后升水逐步下

调；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70 元/吨，平水铜贴

水 0-10 元/吨，湿法铜贴水 80 元/吨。今日贸易商出货较为积极，

临近交割预计未来报价下调空间有限。今日主要交投集中于贸易

商之间，下游拿货表现并不理想，整体成交表现较为一般。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7640-47660 元/吨，跌 330 元/

吨；平水 47620-47640 元/吨，跌 33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报价

较此前基本稳定，当月票好铜升水 90 元/吨，平水铜升水 70 元/

吨；市场报价稳定，贸易商之间交投不错，绝对价格的下跌下游

买兴尚可，整体成交表现尚可。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7840-47860 元/吨，均价 47850 元/

吨，跌 350 元/吨，市场报价升 28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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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企业检修多，加

之近期盘面大幅下跌，冶炼厂出货以长单供应为主，零单出货少。

重庆市场：1#铜 47710-47730 元/吨，均价 47720 元/吨，跌

34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50-170 元/吨。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

场成交较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26 日-5 月 10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5月 10 日 4 月 26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9.42 21.97 -2.55

期交所（上海） 9.45 11.09 -1.64

期交所（广东） 3.71 4.37 -0.66

期交所（江苏） 5.23 5.47 -0.24

期交所（浙江） 1 1.02 -0.02

期交所（江西） 0.03 0.03 0

上海（非期交所） 1 0.8 0.2

广东（含期交所） 1.41 1.08 0.33

重庆 0.22 0.12 0.1

天津 0.23 0.08 0.15

保税库（合计） 57.9 59.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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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下跌 200 元/吨，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35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434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3300 元/

吨；今日精废差缩小 164 元/吨为 741 元/吨。持货商挺价意愿

强烈，且货源有所不足，市场成交平淡。废铜、废铝作为限制

类进口废料，原定于 7月 1 日起固管中心正式受理批文申请，

据媒体报道，目前相关利废企业已经可以向当地环保固管中信

进行批文申报，最早7月1日可拿到生态环境部的进口许可证；

另外，批文数量将受到限制，下半年废铜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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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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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华东地区企业反馈订单已基

本回复正常水平，部分企业达到偏好水平；华南地区订单情况

暂无较大变化。

铜板带：山东 T2 紫铜带均价 5329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5000 元/吨，下跌 250 元/吨。江西 T2 紫铜

带均价 53120 元/吨，下跌 300 元/吨；H62 黄铜板均价 44700

元/吨，下跌 250 元/吨。美国 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

0.3%，不及前值和预期，该数据打压美元。山东市场，调研企

业反馈，市场消费偏弱，今日铜板带成交一般，江西市场反馈；

铜价下跌，反馈五月消费略微下滑，长单为主，今日出货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1400 元/吨，-300 元/吨；H62 黄铜棒

45290 元/吨，-25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3650 元/吨，-300

元/吨；H62 黄铜棒 45390 元/吨，-250 元/吨。今日铜棒市场

订单量一般，加工费 3000-5000 元/吨，企业按需采购，整体

市场在合理区间运行。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3500 元/吨，-300 元/吨。H62 黄铜

管 46550 元/吨，-25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4250 元/吨，

-300 元/吨，H62 黄铜管 46800 元/吨，-250 元/吨。铜管市场

订单量尚可，下游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排产期也相应延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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