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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差依然不断缩小 市场交投清淡

电解铜市场

1、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

升水今日回稳，但惜售难以为继。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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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50-B170 +30 含税

四大牌 Cu≥99.99% B150-B160 +30 含税

升水铜 Cu≥99.99% B140-B150 +30 含税

平水铜 Cu≥99.95% B120-B140 +50 含税

湿法铜 Cu≥99.9% B80-B110 +50 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Mymetal 上海成交简报：市场货源渐次收紧，持货商报价不积极，好铜+160-170 元，平

水铜+130-140 元，湿法铜暂未有报价，料想在+100 左右，市场询价一般，成交暂时不理想。

沪铜企稳后，市场有报下月票好铜+160，当月票再+10~20 试探市场，实际成交价，好铜下月

票+150，当月票+160，平水+130，成交暂不明显，市场氛围由盛转弱，多数选择观望。由市

场开始报下月票可以看出，持货商挺价态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就看下游如何应对。主流成交

时段主流报价互有涨跌，但成交报价仍倾向于稳定。市场也曾出现过出转机，因平水、湿法

等铜难求，报价凸显促成交小高潮。截至 14:35 分，持：出：接=32：29：22/12，成交成绩

尚可。

2、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国内主流市场现货电解铜价格小涨20-60元/吨，上海现货均价37440元/吨，上涨60

元/吨。

升贴水情况，第一交易阶段上海市场现货好铜升150-160元/吨左右，平水铜升130-140元

/吨，湿法铜报价升80元/吨，期铜日间震荡回升趋势，上涨幅度不明显，不过当月合约和次

月合约月差不断缩小，从而使市场贸易商出货意愿大减，收货意愿回升，但成交清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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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升水开始回升，好铜+170-180元，贵溪铜+170-180元/吨不等，平水铜+150-160元/吨，

湿法铜+80元/吨不等，不过成交依然较差。

冶炼方面，江铜当地挂牌报价升水260元/吨出货，散单发货不积极，长单发货正常，成

交不明显；华东市场贵溪报价升150-180元/吨。

铜陵有色当地挂牌报价升280元/吨，散单报价无成交，长单供应正常，当地是认为价格

偏高；华东市场并未有铜冠牌铜报价，市场无成交体现。

金川集团，当地并未出货，上海市场报价+180元/吨，接货商认为价格偏高，成交少。 广

东市场金川PC报价升水80元/吨，难成交，之后调价+60元/吨，少量成交。

大冶有色，当地无散货，上海市场无零单。广东市场无出货。

云铜在广东市场今日报价+100元/吨，无成交，之后调价+80元/吨，无成交。在重庆市场

云铜报价升水50元/吨的厚板,薄板无货可出，重庆市场供应依然偏紧。天津市场云铜报价升

水80元/吨，成交一般，100元升水之上无成交。

山东冶炼企业电解铜出厂报价升70-80元/吨，下游补货情绪一般，东营方圆长单发货，

零单不出，祥光基本报价升水80元/吨，成交一般。

表二 20 日铜企出厂价格表

单位：元/吨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江西铜业 37640 +60 大冶有色 37510 +60

东营方圆 37450 +50 祥光铜业 37450 +50

金升有色 37400 +50 金川集团 37610 +50

北方铜业 37450 +50 恒邦股份 37400 +5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铜材市场分析

今日华东地区客户反馈，当月和次月月差较小，有一时间段无差价，且期铜价格持续走

低，不过市场升水依然出现回升趋势，从而下游采购商。目前华东地区铜杆加工费出厂升水

600-700 元/吨，板带加工费在 3500-4500 元/吨不等，铜材加工费不变。

华南市场本周大型铜材加工企业已复产，不过今日并未有采购需求，电解铜和铜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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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目前华南地区铜杆加工费送货到厂升水 700-800 元/吨，板带加工费送货 4000-5000 元

/吨。

华北市场铜加工企业生产维持正常，不过由于换月前月差较大，企业暂我采购意向，供

应报价升水下调，市场依然成交较少，观望情绪较浓；目前华北市场铜杆加工费升水 600-650

元/吨左右。

废铜

今日电解铜价格小涨 20-50 元/吨，废铜价格没有波动，目前主流市场货源依然不多，进

口废铜供应较少，废铜下游企业询价少，多以采购非标或者稍差电解铜为主，废铜市场成交

清淡。

从客户反馈看，目前市场整体货源较少，报价相对坚挺。今日市场报价有上海市场光亮

铜价格 33600 元/吨；佛山市场光亮铜报价 33250 元/吨；天津市场光亮铜价格报价 33800 元/

吨，台州市场光亮铜报价 33700 元/吨。

表六 20日主要市场废铜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1#铜（Cu≈97%） 光亮铜 马达铜

（Cu92%-94%）

备注

上海 32200 33200 29800 不含税

佛山 32400 33200 29900 不含税

天津 32600 33400 30050 不含税

台州 32400 33300 30000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后市分析

Mymetal 评论：市场因素分析：亚市美元指数弱势微调，现交投于 97.9 附近，但仍接近

于本周创下的七个月高点。美国 9月新屋开工年化总数为 104.7 万户，差于预期的 117.5 万

户，创去年 3 月来新低，显示美国房市复苏速度趋缓。行业资讯方面，据悉，秘鲁政府与阻

塞通往 LasBambas 铜矿道路的居民的谈判陷入僵局，该铜矿 8月产铜 3.5 万吨。

行情研判：10 月 20 日沪铜 1612 合约振荡微涨，因市场继续消化多空交织的中国三季度

经济数据。同时，伦铜持仓本周大幅减少，显示多空积极减仓离场，交投十分谨慎。操作上，

建议沪铜 1612 合约可于 37800-37000 元间高抛低吸，止损各 3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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