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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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24 +1002

LME 133700 0

1 月 15 日：

沪铜主力 1903 合约低位盘整。开盘报价 46830 元/吨，日

内最高 47080 元/吨，最低 46690 元/吨，收盘 47000 元/吨，

跌 30 元，跌幅 0.06%。沪铜主力 1903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61648 手至 172170 手，持仓量减少 4168 手至 207730 手。

今日沪铜主力弱势震荡，午后升高后再度回落，沪铜依旧

脱离近日均线，重心拉涨后再度回落。

LME 铜开盘 5919 美元/吨，收盘 5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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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震荡运行，盘面小有回升，但整体表现依旧较弱。

宏观面利空的表现依旧，尽管特朗普方释放出中美双方有望达

成协议的信号，但全球经济形势表现不佳的形势依旧未有改

观。基本面上目前缺乏亮点，库存低位的形势已经持续良久，

但对价格支撑力度一直有限；宏观面上的利空表现依旧是市场

行情走势的主导，预计明日价格震荡偏弱为主，区间在

46500-47300 元/吨。

行业热点

【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海亮奥托铜管（泰国）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高效节能环保

精密有色金属铜管智能制造项目二期生产线举行了开工仪式，

标志着泰国海亮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印度斯坦铜公司拟扩大及重启铜矿山 2024 年年产能将增至

2000 万吨】

据媒体报道，国有的印度斯坦铜业公司（HCL）制定了一

项战略，其中包括重新开放封闭的铜矿山，到 2024 年将产能

提高到每年 2000 万吨。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欧元区 11 月工业产出月率 0.2% -1.5% -1.7%

中国 12 月进口年率(按人民币

计)
7.8% 12% -3.1%

日本 12 月 M2 货币供应年率 2.3% 2.4% 2.4%

日本 12 月 M3 货币存量年率 2.1% 2.1% 2.1%

法国 12 月调和 CPI 年率 1.9% 1.9% 1.9%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SHFE, LME

价格上涨动力不济 现货交投略有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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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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升 80 升 0 9:30-10:30

升 100 升 70 升 0 10:30-11:00

广东
/ 升 100 / 9:30-10:30

升 120 升 90-100 / 10:30-11:00

山东 升 6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80-13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80-20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上海 1#升水铜均 47040 元/吨，-190 元/吨；

平水铜均 47010 元/吨，-190 元/吨；湿法铜均 46940 元/吨，

-200 元/吨，成交表现不错。今日市场时逢交割，市场报价开

始逐渐进入 1902 合约，截止至二节，现货报价升水铜升 100

元/吨，平水铜升 70 元/吨，湿法铜升 0元/吨。今日市场报价

相对坚挺，好铜交投较好，平水铜整体表现市场买兴不佳，湿

法铜由于货源的偏紧报价坚守于平水线附近。

广东市场：好铜 47050-47070 元/吨，-200 元/吨；平水

铜 47020-47040 元/吨，-20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报价也转

入 1902 合约，市场报价好铜升 120 元/吨，平水铜升 90-100

元/吨。今日报价伊始，报价相对较高，接货表现差，后续贸

易商主动下调升水，下游需求开始有所体现。今日整体成交表

现一般。

天津市场：1#铜报 47020-47070 元/吨，均价 47045 元/

吨，-185 元/吨；当月合约报价升 80-130 元，今日市场品牌

间价格差依旧较大，价格差约在 50-70 元/吨，成交未有体现，

贸易商货源少，大户依旧以冶炼厂拿货为主。

山东市场：现货报价升 60-80 元/吨。山东冶炼厂目前集

中于长单谈判中，散货出货量并不多且报价略高。

重庆市场：1#铜 47110-47130 元/吨，均价 47120 元/吨，

-23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180-200 元/吨，升水小有下调，

市场流通货源依旧稍紧，成交较为平淡。

2019 年 1 月 4 日-11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1月 11 日 1 月 4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9.8 10.89 -1.09

期交所

上海 6.83 7.1 -0.27

广东 0.6 1.27 -0.67

江苏 1.85 1.95 -0.1

浙江 0.46 0.5 -0.04

非期交所 上海 0.4 0.6 -0.2

广东 0.88 0.94 -0.06

重庆 0.047 0.062 -0.015

天津 0.03 0.07 -0.04

保税库（合计） 46.8 46.3 0.5

全国（合计） 11.16 12.5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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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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有所下跌，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2600 元/吨，

华南地区报价 425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2400 元/吨，价格

较上个交易日有所下跌；今日精废差有所扩大，扩大 17 元/

吨至 960 元/吨。持货商惜售情绪又起，且市场货源偏紧，市

场成交平平。近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出台的《建立市

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

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受益者付费、保

护者得到合理补偿，这将更有效提高企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

性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暂无变动，700 元/吨出

厂，下游需求平平，成交一般；华东市场加工费依旧稳定，

550-600 元/吨出厂，成交尚可；山东市场加工费 650 元/吨

出厂，成交情况一般；华南市场目前无调整，加工费 650-750

元/吨出厂。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239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45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17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54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浙江地区主流规格 T2 铜板带加工费

4500-5000 元/吨，排产期 10 天左右，近期订单量略有增长，

主因年前终端客户小量备货。今日铜价小幅下跌，市场观望为

主，整体成交平平。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均价 49900 元/吨，下降 200 元/吨；H62

黄铜棒均价 44290 元/吨，下降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均

价 52150 元/吨，下降 200 元/吨；H62 黄铜棒均价 44490 元/

吨，下降 100 元/吨。今日调查了解因临近春节货运停运时间

将至，本周铜棒加工企业出货有所增加，大型企业排产期稳定

在一周左右，主要来源于铜棒下游企业年前备货积极。今日依

旧延续这段时间出货良好情况，近日铜棒市场运行情况良好。

铜管：广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2130 元/吨，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均价 45900 元/吨，跌 100 元/吨，山东 TP2 紫铜管均价

53050 元/吨，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均价 46600 元/吨，跌

50 元/吨。1 月份铜管企业产量没有明显变化，相对持稳，以

谈长单为主，同时现在销售货物以回款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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