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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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1 -3656

LME 271875 -4950

9 月 26 日：

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偏强整理。开盘报价 46950 元/吨，日

内最高 47320 元/吨，最低 46940 元/吨，收盘 47120 元/吨，

涨 70 元，涨幅 0.15%。沪铜主力 1911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10340 手至 119034 手，持仓量减少 7610 手至 201414 手。沪

铜主力收阳，上方承压 10 日均线，晚间测试铜价能否站上

47100 元/吨一线。

LME 铜开盘 5789 美元/吨，收盘 5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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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沪铜呈先扬后抑走势，夜间受外盘影响小幅走高，日

间逐步回探至日均线下方，至尾盘收涨 0.15%。现货市场今日

交投情况依旧不佳，市场报价逐渐走低，下月票基本在持续下

跌之中，贸易商出货积极，但成交不理想。宏观方面，隔夜美

元指数再度攀升高位，一度突破 99 关口，主要受美国弹劾调

查影响，市场情绪偏向美元寻求避险。基本面方面，第四批废

铜批文总量 3.2 万吨，较前一批减幅超过 6成，虽然含铜量相

较于去年有大幅提升，但市场废铜货源十分紧缺，预计短时间

内难以得到缓解，或为铜价提供一定支撑。随着国庆假期临近，

现货市场下游基本提前完成备货，交投清淡，短期内铜价或以

震荡整理为主，晚间测试沪铜能否站稳 47100 元/吨位置。

行业热点

【Scadding Mine 铜金铁项目获得三年采矿许可】

近日 MacDonald Mines Exploration 旗下 Scadding Mine

获得了为期三年的采矿许可，该项目是公司 SPJ 铜金铁矿的一

部分。 目前 SPJ 的钻探计划结果表明，该项目拥有丰富的铜、

黄金、氧化铁资源储量。由此推断 Scadding Mine 项目也拥有

大量的钴、铜、银、镍和稀土等资源储量。

【苹果与其供应商将在华投 3亿美元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

苹果公司主管环境、政策和社会事务副总裁丽萨·杰克逊

（lisa jackson）在纽约世界经济论坛发言中宣布，苹果将与

10 家供应商一起，在中国湖南和湖北省的风电场中发电 134 兆

瓦。据了解，这三个清洁能源项目是中国清洁能源基金的首笔

投资。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 8月新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 63.5 66 71.3

美国 8月季调后新屋销售总数年化总

数（万户）
63.5 65.3 71.3

美国至 9月 20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

（万桶）
105.8 -24.9 241.2

英国 9 月 CBI 零售销售差值 -49 -25 -16

瑞士 9 月 ZEW 经济现况指数 24 -- 19.3

数据来源：SHFE, LME

日盘走势逐步回探 成交难寻升水再降

数据来源： Mymetal

http://copper.ccmn.cn/
http://www.ccmn.cn/supplys/gjs/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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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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升 70 升 10 9:30-10:30

升 80 升 60 升 10 10:30-11:00

广东
/ 升 10 / 9:30-10:30

升 20 贴 10-20 / 10:30-11:00

山东 升 9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60-12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4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7240/吨,跌 20 元/吨；平水铜

均 47220 元/吨，跌 20 元/吨；湿法铜均 47170 元/吨，跌 4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继续走低，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好

铜升水 80 元/吨，平水铜升水 60 元/吨，湿法铜升水 10 元/

吨；市场接货表现十分不理想，市场报价持续走低，尤其是下

月票报价；截止至下午，市场报价已经跌破平水线至贴水 20

元左右。近几日市场接货表现不佳，贸易商换现情绪积极，但

下游市场接货乏力，供大于求，市场报价持续走低，成交依然

表现不佳。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7170-47190 元/吨，与昨日基本持

平；平水 47140-47160 元/吨，与昨日基本持平；市场持货商

出货情绪延续着近几日较强的出货情绪，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20 元/吨，平水铜贴 10-20 元/吨，且部分贸易商依然在不断

扩大贴水，但依然难于寻得成交，明日贴水或有继续扩大趋势。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7220-47280 元/吨，均价 47250 元/

吨，涨 20 元/吨，市场报价升 60-120 元/吨，市场成交表现平

平；目前京津冀地区受国庆环保限产影响，未来铜材产将面临

不同程度的限产，短期市场需求有所受限。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偏少，零单出厂升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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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0-47320 元/吨，均价 47310 元/吨，

涨 20 元/吨，市场报 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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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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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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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 元/吨，

据我的有色网了解，今日调研浙江废铜企业，废铜贸易商反

馈废铜库存 1500 吨，主要是国外废黄铜，贸易商表示废铜销

售尚可，表示货源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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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升水下调，

今日订单情况有所回暖。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3940 元/吨，持平，H62 黄铜带

均价 43800 元/吨，持平。宁波 T2 紫铜带均价 53300 元/吨，

持平，H62 黄铜带均价 44850 元/吨，持平。湖北市场铜板带

终端消费有所改善，电子通信及新能源板块订单需求较好；

江苏市场 8 月产量上浮 13%，订单情况表现良好，销量上涨

10%。各市场备货量同比处于下滑的趋势，大部分企业都在节

后集中提货。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58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3160 元

/吨，下跌 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273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326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今日铜棒市场订单量

一般，消费起色不大，企业按需采购；废铜货源依然紧张。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232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431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4220 元/吨，平；

H62 黄铜管 4466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今日铜管市场订单

量依旧乏善可陈，开工率难以上攀，市场观望情绪较浓。

数据来源：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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