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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盘面震荡上行 升水高企月差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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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54 -878

LME 169925 +16725

10 月 14 日：

今日主力沪期铜 2011 呈震荡上行走势，早间开盘于

51310 元/吨，后围绕 51300 元/吨一线窄幅震荡整理；午后

多头增仓，价格持续上涨至日内最高点 51540 元/吨，最终

收盘于最高点。涨幅 0.06%，11 合约增仓 895 手至 108756

手，主要表现为多头增仓。

今日 LME 铜开盘 6690.5 美元/吨，收盘 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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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沿日均线附近窄幅波动，午盘

不断向上反弹，至尾盘收涨 0.06%。现货市场报价依然保持

坚挺，市场询价活跃，下游逢低保持适量买盘，上海库存出

库量仍有增幅，库存继续表现走低趋势。宏观面，周二美元

指数大幅上涨并站稳 93 上方位置，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形成

压制，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仍陷入混乱，美国大选逼近

美元仍有继续走强可能，市场风险情绪受到抑制。产业端，

智利铜矿劳资问题仍未解决，市场对于供给端生产节奏可能

放缓的担忧令铜价获得较强支撑。9 月铜精矿同环比均增长

35%至 213.8 万吨，为 10 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未锻轧铜

及铜材进口 72.2 万吨，再度接近 7 月峰值，在制造业活动持

续修复的背景下，中国铜表观需求表现十分强劲。金九旺季

推迟，国庆节后下游消费表现偏好，短期铜价或维持高位震

荡行情，等待消费端表现指引。

行业热点

【OceanaGold 永久性裁撤 Didpio 铜金矿 496 个岗位】

2020 年 10 月 13 日，OceanaGold 宣布永久削减 Didipio

铜金矿的 496 个正式工岗位，此外大约 400 名合同工也遭受影

响。11 月中旬也许会进行第二轮永久性裁员。

【刚果铜精矿出口禁令暂时解除至明年 4 月】

2020 年 10 月 13 日，刚果矿业部长 Willy Kitobo Samsoni

表示铜精矿出口禁令暂时解除，持续时间六个月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2013 年刚果（金）发布铜精矿、钴精矿出口禁令，

以鼓励国内冶炼企业发展。但由于国内冶炼产能有限，政府部

门不得不反复暂停出口禁令，2020 年 8 月，刚果（金）与该

国最大的几家矿商在金沙萨会晤后，无限期解除矿业公司对氢

氧化钴、碳酸盐以及锡、钨和钽精矿的矿出口禁令。

财经日历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德国 10 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 77.4 73 56.1

欧元区 10 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 73.9 - 52.3

美国 9 月 NFIB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 100.2 100.9 104

美国 9 月季调后 CPI 月率 0.4 0.2 0.2

中国 9 月出口年率 11.6 10.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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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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20 升 170-190 升 120-140 一节

升 190-220 升 170-190 升 120-140 二节

广东 升 90-110 升 10-20 贴 60 一节

升 100-110 升 20 贴 60 二节

山东 升 130-20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30-24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90-14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51480 元/吨，跌 80 元/吨，

平水铜均 51450 元/吨，跌 70 元/吨；湿法铜均 5140 元/吨，

跌 40 元/吨。持货商报价依然坚挺，市场询价活跃，平水铜受

市场青睐度高集中成交，好铜保持坚挺报价，但成交不及平水

铜；下游逢低保持适量买盘，活跃度尚可。明日即交割日，隔

月价差仍有扩大趋势；因此，换合约后现货报价或仍表现高升

水。

广东市场：升水铜成交价格 51350~51390 元/吨，平水

铜成交价格 51270~51310 元/吨，平水铜主流成交价升水 10

元/吨-升水 20 元/吨，部分贸易商存挺价情绪，报价高企；好

铜报价升水 90 元/吨-升水 110 元/吨，贸易商询价积极，低

价货源备受青睐，之后持货商上调报价至升水 110 元/吨；湿

法铜报价贴水 60 元/吨，市场报盘数量不多，成交有限。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1280-51380 元/吨，均价 51330

元/吨，跌 9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30-90 元/吨，市场低价

湿法货源增多，低价成交有所体现，整体成交表现一般。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100-200 元/吨，

冶炼厂出货一般，下游接货积极性不高。

重庆市场：1#铜 51340-51440 元/吨，均价 51390 元/

吨，跌 7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90-140 元/吨，市场逢低少

采，整体接货并不理想。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9 月 28 日 10 月 9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33.6 35.9 2.3

中国库存

上海 21.6 20.7 -0.90

广东 8.32 9.34 1.02

江苏 2.2 2.9 0.70

浙江 0.04 0.04 0

江西 0 0 0

重庆 0.15 0.13 -0.02

天津 0.03 0.03 0

四川 0.03 0.03 0

河南 0.03 0.03 0

合计 32.4 33.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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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下跌，1#光亮铜下跌 100 元/吨，

华南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7000 元/吨，华东市场 1#光亮

铜价格在 46900 元/吨，华北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6800

元/吨，另据调查华南地区精废扩大 57 元/吨至 990 元/吨 。

调查显示，今日铜价受美元走强影响，铜价下跌，废铜价格

小幅跟跌，上游持货商出货情绪减弱，逢低补库；下游利废

生产企业原料库存有限，积极采购达至安全库存以上，但市

场货源供应偏紧的情况下，采购难度增加，因为南北地区废

铜价差仍然存在，不少利废企业往北方寻货积极，今日废铜

市场整体交易一般。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天津市场 8mm 加工费报价 450-500 元/吨；

江苏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不含升贴水加工费报 520-580

元/吨，国产竖炉杆加工费报 500 元 /吨；江西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不含升贴水加工费报 480-570 元/吨；华南地

区广东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报 580-650 元/吨，

国产竖炉 450-480 元/吨。今日江西地区废铜制杆厂家反映

订单较清淡，成交偏弱。

铜板带：江苏 T2 紫铜带均价 55500 元/吨，下跌 5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4700 元/吨，下跌 60 元/吨。江西 T2 紫

铜带均价 55600 元/吨，下跌 5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4600 元/吨，下跌 6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铜价下

跌下游终端拿货稳定，叠加银十，江苏市场铜板带出货量小

幅增长，整体订单尚可。江西市场铜板带产量小幅下滑，消

费疲软，市场成交环比下降。

铜棒：深圳 TP2 紫铜管 56400 元/吨，下跌 50 元/吨；H62

黄铜管 44950 元/吨，下跌 50 元/吨；宁波 TP2 紫铜管 56350

元/吨，下跌 50 元/吨；H62 黄铜管 45300 元/吨，下跌 50

元/吨。今日铜管市场活跃度一般，调研江苏市场企业订单

量尚可，开工率保持在 80%左右。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645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5000

元/吨，平；宁波 TP2 紫铜管 56400 元/吨，平；H62 黄铜

管 45350 元/吨，平。今日铜管市场订单量一般，市场谨慎

心理仍然较强，市场成交情况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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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