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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盘面略有回调 出货收紧成交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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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10 -4831

LME 261225 +1450

4 月 15 日：

沪铜主力 2006 合约弱势震荡。开盘报价 41790 元/吨，

日内最高 41820 元/吨，最低 41330 元/吨，收盘 41560 元/

吨，跌 230 元，跌幅 0.55%。沪铜主力 2006 合约全天成交

量 73988 手增加 186 手，持仓量增加 3106 至 114666 手。

沪铜主力涨势难续，日内跌破 5 日均线支撑位。

LME 铜开盘 5175 美元/吨，收盘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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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主力合约呈现回调趋势，至尾盘收跌 0.55%。现

货市场交投情绪一般，持货商出货情绪高涨，但交割换月，早

间报价高企限制成交。今日定向降准首次实施，MLF 操作利

率下降 20 基点，有效降低了银行体系中长期资金的使用成本。

今日原油价格进一步下跌，市场对石油市场供应过剩的担忧仍

然强烈。近日海外主产铜国采矿作业中断引发供给担忧，叠加

废铜供给紧缺，铜价获得上方支撑。但是仍需警惕疫情带来的

消费冲击，IMF 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其中发达

经济体经济将萎缩 6.1%，在全球疫情拐点尚未明确的情况下，

消费端的萎缩将对铜价的反弹造成较大压力。

行业热点

【嘉能可与赞比亚政府讨论 Mopani 铜矿检修一事】

据悉，嘉能可正在与赞比亚政府就旗下 Mopani 铜矿进入

检修一事进行讨论。上周，嘉能可 Mopani 铜业公司宣布不可

抗力，但遭矿业部长 Richard Musukwa 否决，嘉能可与赞比

亚政府的关系面临恶化风险。另外，嘉能可南非的两个煤矿

Middleburg、Graspan 以及相关的铁合金设施也已经进入了

检修状态。

【海关总署:15 日起对内销加工贸易货物企业暂免内销缓税利

息】

4 月 14 日，海关总署公告称，为支持加工贸易发展，纾解

企业困难，促进稳就业、稳外贸、稳外资，经国务院同意，自

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企业内销申报时

间为准），对企业内销加工贸易货物的，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

息。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法国 3 月 CPI 月率 0 0 0.1

美国 3 月进口物价指数月率（%） -0.5 -3.2 -2.3

美国至 4 月 10 日当周 API 原油库

存(万桶)
1190 1160 1314.3

美国至 4 月 10 日当周库欣原油库

存
680 - 536.1

澳大利亚至 4 月 12 日当周 ANZ

消费者信心指数
71.9 -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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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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升 130 升 100 9:30-10:30

升 150 升 140 升 100 10:30-11:00

广东
/ 升 110 / 9:30-10:30

升 120 升 110 / 10:30-11:00

山东 升 120-21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270-28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1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1820 元/吨，跌 200 元/吨；

平水铜均 41810 元/吨，跌 190 元/吨；湿法铜均 41770 元/

吨，跌 19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表现一般，早间市场出货多，

实际成交偏差，升水持续走低。进入二节后，市场出货开始减

少，接货积极性上升，低价货源被迅速成交，后续报价开始回

调至升水 140 左右。今日时逢交割，市场交易活跃度并不高，

出货整体积极性弱于昨日。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1800-41840 元/吨，跌 230 元/

吨；平水 41790-41830 元/吨，跌 230 元/吨；市场今日时逢

交割，市场整体出货情绪不强，持货商挺价情绪较强，市场接

货端积极性较高，但由于出货段收紧，因此整体成交有所受限。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1920-41960/吨，均价 41940 元/

吨，跌 20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270-280 元/吨；市场升水

有所回升，市场接货端依然表现不错。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120-210 元/吨，

冶炼企业出货情绪一般，成交表现一般。

重庆市场：1#铜 41810-41850 元/吨，均价 41830 元/

吨，跌 23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120-160 元/吨，报价表现

相对稳定，交投表现一般。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020 年 4 月 3 日-4 月 10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4 月 3 日 4 月 10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30.7 29.6 -1.1

中国库存

上海 31.05 29.58 -1.47

广东 8.04 7.43 -0.61

江苏 4.54 4.4 -0.14

浙江 0.20 0.15 -0.05

江西 0.15 0.01 -0.15

重庆 0.46 0.3 -0.16

天津 0.08 0.06 -0.02

四川 0.05 0.03 -0.02

河南 0.06 0.03 -0.03

合计 44.62 41.99 -2.64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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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下跌 100 元/吨，不含税不含运费报价，

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386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388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38450 元/吨，广东地区精废差较昨日

收窄 134 元/吨至 672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了解，由于国外

疫情影响，中国 1-2 月废铜进口量 11.95 万吨，同比减少 51%，

最新消息称马来西亚将封港时间延续到 4 月末，预计三四月

废铜进口量依然不足。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地区天津市场报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

1000 元/吨，华东地区江苏市场进口竖炉 8mm 杆不含升贴

水加工费 550 元/吨，国产竖炉杆报价 500 元/吨。华中地

区江西市场进口竖炉 8mm 杆加工费 660 元/吨。华南地区

广 东市场进口竖炉 8mm 杆加工费 650 元/吨，国产竖炉

500 元/吨。铜杆生产企业订单依旧火热，各主流区域铜杆生

产企业排产期至少在一周后。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485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01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2 紫

铜带均价 4820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12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安徽市场近期订单情况一般，

需求较弱，出货情况较差，排产期缩短，市场贸易活跃度较

低，交易市场信心不足。今日铜价小幅下跌，市场成交清淡。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4436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棒 36560 元/吨，下跌 8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4661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棒 36670 元/吨，下跌 80

元/吨。近日废铜企业出货情绪明显提升，铜棒加工企业整体

开工率稳定，按需采购位置，订单情况有一定好转。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4705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 3895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4815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H62 黄铜管 3900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当前铜管订单表现较好，生产基本稳定，空调行业内

销市场正在逐渐恢复，但是出口订单受到海外疫情的影响出

现取消现象，出口销售规模大幅下降。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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