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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铜重返贴水 下游按需采购 

电解铜市场 

1、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 

沪铜周三夜盘出现震荡持稳趋势，周四维持前几日上涨趋势，不过上涨乏力，最终收盘

价格上涨 260 元/吨；交割换月后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开始对 1704 合约报价，现铜重回贴水

状态，但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下游鲜有接货；虽供应商出货意愿强，报价积极，但下游仅仅

按需拿货，实际成交稍显清淡；日内好铜贴 150-170 元/吨区间出货，平水铜贴 200-240 元/

吨左右，湿法铜贴 280-300 元/吨，成交表现一般。 

表一 16日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材质/牌号 规格/品位 参考升贴水 涨跌 备注 

贵溪 Cu≥99.99% C150 +30 含税 

四大牌 Cu≥99.99% C150 +30 含税  

升水铜 Cu≥99.99% C170-C150 - 含税  

平水铜 Cu≥99.95% C240-C220 +10 含税  

湿法铜 Cu≥99.9% C300-C280 +20 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Mymetal 上海成交简报：沪铜主力合约 1705 震荡上扬，当日现货铜贴水出货，且贴水幅

度逐渐收缩；上午持货商报价积极，市场流通货源以平水铜为主，下游适量逢低接货，实际

成交偏弱；后来扩大贴水出货，但成交依然不行，下游继续观望等待贴水继续扩大，整体成

交较并未有明显改善。 

2、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 

冶炼厂方面，江铜当地挂牌报价升水220元/吨出货，对当月合约报价，散单开始出货报

价，长单发货逐步增加，成交不佳；华东市场贵溪报价升水100元/吨，对当月合约报价，成

交不佳。 

铜陵有色当地挂牌报价升水220元/吨，散单无报价无成交，长单供应正常，当地市场除

接货长单以外，基本没有接散货企业；华东市场并未有铜冠牌铜报价，市场无成交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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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集团，当地并未出货，上海市场报价平水，成交一般。广东市场金川PC报价升120-130

元/吨，对当月合约报价，成交一般。  

大冶有色，当地无散货，上海市场无零单，且大冶在上海市场开始出货，主要用于交现

货长单；广东市场大冶并未出货。 

云铜在广东市场报价升150元/吨，不调价，成交量不多。云铜在重庆市场报价升90-100

元/吨，由于市场货源充足，成交表现不错。天津市场云铜报价平水-升50元/吨出货报价，成

交活跃，但由于货源不足，导致成交量较少；市场平水主流报价，接货一般。 

山东冶炼企业电解铜出厂报价平水-升50元/吨，对当月合约报价，下游补货情绪突显，

东营方圆长单发货较多，长单及散单都在出货，报价当地市场贴40元；祥光基本报价贴40元/

吨，下游拿货尚可，成交不错。 

表二 16日铜企出厂价格表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江西铜业 47740    +300 大冶有色 47690    +300 

东营方圆 47640    +300 祥光铜业 47620    +300 

金升有色 47600    +300 金川集团 47600    +300 

北方铜业 47540    +300 恒邦股份 47140    +30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铜材市场分析 

今日华东地区下游客户反馈，换月后现铜重回贴水状态，下游企业多持观望态度，仅按

需逢低采购，实际成交偏淡。目前主流市场铜材加工费基本不变，其中铜杆加工费出厂 300-400

元/吨，板带加工费出厂 5000-5500 元/吨，管材加工费出厂 4500-6000 元/吨，棒材出厂

3000-4000元/吨。  

    华南市场铜材加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不高，采购意愿较弱，虽持货商不断扩大贴水出货，

无奈企业观望情绪浓厚，整体成交清淡。目前华南地区铜杆加工费出厂报价 400-500元/吨，

板带加工费出厂 5500-6000元/吨，管材加工费出厂 4500-6000元/吨。 

    华北市场铜加工企业维持正常生产，以采购低价平水铜为主，一早持货商贴水出货，下

游接货一般，随后出货商减少，贴水小幅度减小，市场整体成交一般。目前华北市场铜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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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费不变，铜杆加工费出厂 450-550 元/吨。铜棒出厂加工费 3000-4000 元/吨。板带加工费

出厂 5500-6000 元。 

废铜 

今日主流市场电解铜价格上涨 200 元/吨，主流市场废铜价格随之上涨 200 元/吨左右。

市场方面，目前主流市场货源较多，进口废铜清关较少，废铜加工企业现阶段多以采购非标

或者稍差电解铜为主。电解铜价格与废铜价差小幅扩大，废铜市场整体成交回暖。 

市场主流不含税报价：上海市场光亮铜价格 41850元/吨左右；佛山市场光亮铜报价 41700

元/吨左右；天津市场光亮铜价格报价 41500元/吨左右，台州市场光亮铜报价 41700元/吨左

右。 

表三 16日主要市场废铜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1#铜（C≈97%） 光亮铜 马达铜

（Cu92%-94%） 

备注 

上海 41750 41850 38650 不含税 

佛山 41850 41700 38050 不含税 

天津 39200 41500 38200 不含税 

台州 39400 41700 37050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后市分析    

Mymetal 评论：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美元走软，铜矿供应干扰尚存。隔夜伦铜小幅收

涨，MA5上拐并对期价有所支撑，长短期均线趋于粘合，上方面临 MA20 压制，盘面呈反弹格

局，短期或震荡寻势。LMES 铜 3合约报价 5888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涨 53元/吨。3月 15日，

电子盘亚洲时段震荡反弹。 

  3月 16日，沪铜主力 CU1705合约以 47900 元/吨开盘，随后震荡反弹，终报收于 48160，

比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 720，涨幅 1.52307966 手，持仓增加 3240手至 218718手。 

  消息面，美联储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从 0.5%~0.75%调升到 0.75%~1%。美

联储在声明中称，目前的政策立场将能够进一步支持劳动力市场走强，并推动通胀可持续的

升至 2%的目标。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我们对经济的走向有信心。如果我们继续保持信心，

我们将很可能认为，进一步退出宽松政策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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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面，沪铜主力 CU1705 合约日 K线图来看，期价日内高考反弹，上探 MA20，盘面略有

转强。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全球大矿罢工事件仍未平息，上游供应忧虑尚存，给铜价提供

助力，建议投资者短多参与，稳健投资者暂时观望，关注期价在 MA20 附近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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