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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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04 -3798

LME 232225 +36325

4 月 29 日：

沪铜主力 1906 合约盘整为主。开盘报价 48950 元/吨，日

内最高 49020 元/吨，最低 48790 元/吨，收盘 48850 元/吨，

跌 10 元，跌幅 0.02%。沪铜主力 1906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45834 手至 100624 手，持仓量增加 3430 手至 183910 手。今

日沪铜主力未站稳日均线，全天围绕 48860 元/吨作窄幅震荡，

晚间关注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6400 美元/吨，收盘 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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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开盘后在日均线下方窄幅震荡，午盘震

荡下行，尾盘有所反弹，收跌 0.02%。现货市场今日以下月票

为主，市场接货表现较前几日略有回升，低价货源成交尚可，

好铜湿法铜均有成交。宏观方面美指居高不下压制铜价，但中

美贸易新一轮磋商将于近日展开，市场乐观预期或将利好铜

价，3 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或将提振市场

信心。3月下游企业开工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五一假期备货

情绪一般，消费情况不及预期。短期内未有明显利好消息情况

下，铜价或以震荡整理为主，预计明日运行区间在

48500-49100 元/吨。

行业热点

【江铜合作参与哈萨克斯坦钨业开发】

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上，江铜集团与哈

萨克斯坦杰特苏钨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这是江铜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培育开放

发展新动能的又一重要成果。 江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龙

子平与哈萨克斯坦杰特苏钨业公司总经理纳扎尔先生签订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

【欧美贸易再起争端 谈判前景难料】

美国和欧盟近日分别指责对方为航空业提供非法补贴给

自己造成重大损失，并先后开出报复性征税商品清单，双方贸

易争端烽烟再起，谈判前景愈加难料。在美国于本月 8日威胁

对价值约 110 亿美元欧盟商品加征关税之后，欧盟于 17 日也

开出一份价值约 2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清单，威胁加征关税。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至4月26日石油钻井总数

口）
825 -- 805

美国 4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

心指数终值
96.9 97 97.2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

率初值
2.2 2 3.2

英国 4 月 CBI 工业订单差值 1 3 -5

欧元区 3月货币供应 M3 年率 4.3 4.2 4.5

数据来源：SHFE, LME

沪铜盘面震荡运行 明日交投或面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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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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贴 30 贴 90 9:30-10:30

升 30 贴 30 贴 90 10:30-11:00

广东
/ 升 50-60 / 9:30-10:30

升 70 升 50-60 / 10:30-11:00

山东 /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2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30-15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8860 元/吨，不变；平水铜均

48800 元/吨，涨 20 元/吨；湿法铜均 48740 元/吨，跌 10 元/

吨；；至二节，市场报价下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30 元/吨，平水

铜贴水 30 元/吨。湿法铜贴水 90 元/吨。市场今日以下月票报

价为主，早间市场报价市场接货寥寥，后随着报价的下调，成

交回升，日内整体成交表现一般。今日市场部分贸易商已进入

假期前的账务结算阶段，并提前进入假期。

广东市场：市场报价好铜 48890-48910 元/吨，跌 40 元/

吨；平水 48870-48890 元/吨，跌 40 元/吨；；今日广东市场

报价较上一交易日略有下滑，下月票好铜升水 70 元/吨，平水

铜升水 50-60 元/吨；今日市场出货商情绪依然较为积极，报

价下调，市场接货表现尚可，成交不错。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9020-49040 元/吨，均价 49030 元/

吨，跌 40 元/吨，市场报价升 200 元/吨；近期周边冶炼企业

检修集中，导致货源显紧张，因此市场保持升水坚挺；近期成

交表现并不理想。

山东市场：市场冶炼企业零单报价少，地区大型企业检修，

冶炼厂出货数量有所下降，市场整体成交清淡。

重庆市场：1#铜 48960-48980 元/吨，均价 48970 元/吨，

价格持平，市场报价升 130-150 元/吨，市场升水较为坚挺。

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货源稍紧，下游拿货情绪一般，市场成交较

为一般。

2019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4月 26日 4月 19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21.97 23.67 -1.7

期交所（上海） 11.09 12.2 -1.11

期交所（广东） 4.37 4.84 -0.47

期交所（江苏） 5.47 5.57 -0.1

期交所（浙江） 1.02 1.04 -0.02

期交所（江西） 0.03 0.03 0

上海（非期交所） 0.8 0.8 0

广东（含期交所） 1.08 1.92 -0.84

重庆 0.12 0.16 -0.04

天津 0.08 0.17 -0.06

保税库（合计） 59.2 61.3 -2.1

全国（合计） 24.05 26.69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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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不变，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4300 元/吨，华

南地区报价 442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4100 元/吨；今日精

废差小幅扩大 20 元/吨为 1128 元/吨。持货商挺价意愿强烈，

且货源有所不足，市场成交平淡。近日，了解到“废六类”进

口批文申请条件和具体办理流程和目前所执行的《限制进口类

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基本一致，重申只

有实际从事加工利用的企业才能进行申请，不得委托其他企业

代理进口，并且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不得进行转让。 “废六

类”许可证申请受理时间为，从 5月下旬起，省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可开始代收企业进口废金属申请；自 7 月 1日起，固管

中心正式受理企业进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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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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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504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5600 元/吨，持平。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4400 元/吨，

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6600 元/吨，持平。浙江市场中型企

业反馈近期出货情况不乐观，订单情况同期相比呈下滑趋势，

4月预计比 3 月少 5%的出货量，五一前备货行情不明显，不及

往年同期水平。今日铜价基本持平，铜板带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265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6190 元

/吨，平。宁波 T2 紫铜棒 5490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6290

元/吨，平。今日浙江铜棒市场订单量一般，五一小长假，贸

易商会备两到三天成品库存，由于物流较为方便，下游制造企

业备成品库存较少。

铜管：2019 年 4 月 29 日日报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4750 元

/吨，平。H62 黄铜管 47450 元/吨，平；青岛 TP2 紫铜管 5550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7700 元/吨，平。江苏市场经济效益

较好的小型紫铜管类加工企业今日订单量一般，主要应用于管

道、机械、制冷等行业，产品口径 40mm 以下，同比去年订单

量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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