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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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47 -5213

LME 283550 -3600

9 月 23 日：

沪铜主力 1911 合约低位运行。开盘报价 47140 元/吨，日

内最高 47180 元/吨，最低 46850 元/吨，收盘 46870 元/吨，

跌 260 元，跌幅 0.55%。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26988 手至 112904 手，持仓量减少 6964 手至 217316 手。沪

铜主力收阴，MACD 绿柱拉长，晚间测试铜价能否站上 46800

元/吨一线。

LME 铜开盘 5776 美元/吨，收盘 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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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弱震荡走势，早间围绕日均线附近

震荡，午盘迅速下行，至尾盘收跌 0.55%。现货市场今日升水

逐渐下调，市场接货表现不佳，低价位成交较好，湿法铜货源

依旧偏少。宏观方面，今日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稀贵金属普遍

飘红，美元指数飙升高位，铜价承压下行。今日公布的欧元区

制造业数据意外下滑，经济表现继续疲软。上周铜精矿 TC 小

幅上调 0.5 美元/吨，今年 TC 基本完成触底，前日印尼批准自

由港的铜精矿出口配额提高三倍至 70 万湿公吨，预计将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铜精矿供给紧缺的局面。宏观情绪不佳，今日沪

铜已跌破 47000 元/吨位置，但铜库存仍处历史低位，下行空

间预计有限，短期内铜价或以偏弱震荡为主，晚间测试沪铜能

否跌破 46800 元/吨。

行业热点

【Sandfire 合作开发 Cashman 铜矿项目】

近日铜矿商 Sandfire Resources 已与 Auris Minerals 就

西澳大利亚的 cash hman 项目达成协议。 该项目位于西澳大利

亚最有发展前景的铜/金矿区。 协议条款要求只要 Sandfire

在该项目发现至少 5万吨铜或铜当量，并完成一项可行性研究，

就可获得该项目 70%的权益。

【2019-27 年全球高压电缆市场规模将新增 190 亿美元】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Reseach and Markets 日前发布公告称，

2019-2027 年全球高压电缆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6.1%，预测

期间市场规模将增加 190 亿美元。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带动电力

需求大幅增长，可再生能源投资不断增加是促进高压电缆市场

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导体原材料价格波动依然在预测

期内将影响高压电缆市场的发展。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德国 8月 PPI 月率 0.1 -0.2 0.3

美国至 9月 20 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

（口）
733 -- 719

法国 9月制造业 PMI 初值 51.1 51.2 50.3

德国 9月制造业 PMI 初值 43.5 44.4 41.4

欧元区 9月制造业 PMI 初值 47 47.3 45.6

数据来源：SHFE, LME

午后沪铜迅速下行 现货成交略显疲乏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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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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170 升 130 9:30-10:30

升 190 升 170 升 130 10:30-11:00

广东
/ 升 90 / 9:30-10:30

升 100 升 90 / 10:30-11:00

山东 升 14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80-15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80-20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7330/吨,跌 70 元/吨；平水铜

均 47310 元/吨，跌 70 元/吨；湿法铜均 47280 元/吨，跌 70

元/吨；今日市场受限于成交表现，报价持续下调；至二节，

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190 元/吨，平水铜升水 170 元/吨，

湿法铜升水 130 元/吨。今日市场持货商出货表现积极，但受

限于市场较弱的接货表现，早间的高报价一路承压下调，直至

升水 170 元左右有所成交表现。今日市场出现部分下月票报

价，且价格低，平水铜可至升水 130 元以寻求成交；今日整体

市场成交表现不佳。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7230-47250 元/吨，跌 80 元/吨；

平水 47220-47240 元/吨，跌 7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持平，

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100 元/吨，平水铜升水 90 元/吨。广东

地区出货者较多，但接货较少，目前节前备货尚未有所体现；

市场整体呈现供大于求局面，成交显困难。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7220-47280 元/吨，均价 47250 元/

吨，跌 90 元/吨，市场报价升 80-150 元/吨，市场成交表现平

平；今日市场报价走高，零单报价少，市场高价为主。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偏少，零单出厂升水

140 元/吨；目前地区冶炼厂以长单发货与出口为主，短期零

单供应偏紧。

重庆市场：1#铜 47320-47340 元/吨，均价 47330 元/吨，

跌 70 元/吨，市场报 180-200 元/吨，下游接货意愿较低，市

场成交不理想。

2019 年 9 月 12 日-9 月 20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9 月 20 日 9 月 12 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4.14 15.22 -1.08

期交所（上海） 8.14 8.98 -0.84

期交所（广东） 3.56 3.64 -0.08

期交所（江苏） 2.17 2.35 -0.18

期交所（浙江） 0.27 0.24 0.03

期交所（江西） 0 0 0

上海（非期交所） 1.2 1.6 -0.4

广东（非期交所） 1.13 0.49 0.64

重庆 0.16 0.24 -0.08

天津 0.2 0.26 -0.06

保税库（合计） 30.7 31.8 -1.1

全国（合计） 16.83 17.81 -0.98

注：全国（合计）=期交所（全国）+非期交所（上海）+非期交所（广东）+
重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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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上周五下跌 100 元/吨，不含税的报价，1#光

亮铜华东地区回收报价43100元/吨，华南地区回收报价43100

元/吨，华北地区回收报价 43000 元/吨；今日精废差 1650 元

/吨，据我的有色网了解，废铜货源收紧，废铜价格偏低，持

货商惜售，市场成交偏弱。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750 元/吨；山东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 700-750 元/吨；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工

费 700-8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

吨出厂；江西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00-550 元/吨；华南市

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价 550-650 元/吨。

铜板带：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3940 元/吨，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5250 元/吨，平。山东 T2 紫铜带均价 54040 元/吨，平；

H62 黄铜带均价 45080 元/吨，平。山东市场，调研企业反馈，

市场消费一般，铜板带今日出货维稳，长单为主。江西市场

反馈；铜板带出货积极，源于消费逐渐转好。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640 元/吨，下跌 80 元/吨；H62 黄铜

棒 4356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2790 元/

吨，下跌 80 元/吨；H62 黄铜棒 43660 元/吨，下跌 100 元/

吨。今日调研江西紫铜棒市场，订单量正常，当前看好后期

铜价，在原料库存方面也有一些囤积。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2380 元/吨，下跌 80 元/吨；H62 黄

铜管 4471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4280

元/吨，下跌 80 元/吨；H62 黄铜管 45060 元/吨，下跌 100 元

/吨。今日铜管市场订单量不佳，下游需求依然疲软，加工企

业开工率不高，国庆长假前夕生产经营有一些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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