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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
沪铜主力合约 1501 开盘报于 47490 元/吨，沪期铜走势再现承压，开盘

即下滑，但在尾盘时段沪期铜跟随外盘突然发力，收复日内失地，最终收报

于 47610 元/吨。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升水 70 至升水 150 元/吨，升水铜成

交价格 47930 元/吨-47990 元/吨。现货市场货源较为充裕，贸易商报价明显

比昨日积极，贸易商有些许搬货，但是下游备货情况不明显，谨慎观望情绪

较浓。

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
原料市场原料市场原料市场原料市场

今日国内主流交易地区铜精矿现货价格持平，近期铜精矿供应压力增大，

产出扩张促使加工费上扬，冶炼厂产量恢复增长，但下游消费很可能旺季不

旺，走向疲弱，出现逆季节性下行。铜精矿计价系数，目前 20%品味现货铜精

矿含税自提计价系数 82%-83%，送货到厂 85%-86%。

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

澳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维持宽松政策，日本 GDP 数据不及预期，

欧盟继续施压对俄经济制裁，危机因素不断影响市场，金属短暂调

整难有突破。今日伦铜短线高开低走回落至 6670 附近，而后受沪铜带

动向上调整至 6690 一线，MACD 放量下行，小时线显示 6680 位置或有支撑，

而整体盘面仍处于布林带下行通道，短期或将趋于弱势震荡，补跌 100 点后

将再次寻求支撑向上冲刺，注意晚间英美 10 月 PPI 数据。

下游市场下游市场下游市场下游市场

铜材市场：近期数据显示，10 月份铜和铜材产量环比仍在增长，或显示

铜材加工厂家受到订单需求不足影响不大，主要铜材厂家维持稳定，加工费

的稳定表现令下游对铜价的疲弱表现并不时分跟随。从近两周铜材企业市场

调研信息来看，铜杆线和铜棒排加工企业开工情况稳定，而受家电、海底工

程等制冷管需求影响，铜管市场表现较差，价格一路下滑调整，厂家报价积

极性不高。

废铜市场：今日上海地区 1#光亮铜报价 44200 元/吨，持货商多观望等待，

进口市场表现谨慎主要参与者需求减少，下游拿货意愿减弱且多逢低接货，

令废铜价格难以企稳。市场活跃度较差，成交欠佳。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近期数据表现平稳，中国精炼铜产量再度增长，显示国内刚需仍存，进

口情况有所增加；国外市场回落风险因素继续影响市场，投资者预期不强，

且美指的高位令金属不断承压，上冲之势放缓。预计短期窄幅震荡后或有

继续下探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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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一、原料市场评述

1111、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铜精矿市场评述

今日市场现货铜升水报升水 90 元/吨到升水 150 元/吨之间，沪铜主力 1501 开盘 47490

元/吨，收于 47610 元/吨，涨 110 元/吨。今日铜矿价格维稳，市场货源充裕，厂家拿货不多，

成交一般。铜矿罢工事件新动态：秘鲁安塔米纳铜矿(Antamina)在电子邮件声明中称，该铜

矿将与罢工的矿工进行调解会谈，秘鲁相关部门亦会参与调解，此举意在结束长达六天的铜

罢工。Antamina 铜矿呼吁工会参与谈判。Antamina 报告称，矿工已经获得受伤的治疗费用。

这是该矿开始雇佣非工会矿工以来的第一起事故。Antamina 铜矿于 11 月 14 日向亚洲发运了

4.5 万吨铜精矿。根据相关网站，必和必拓持有该矿 33.75%的股权，嘉能可占 33.75%，泰克

公司占 22.5%，日本三菱集团占 10%。目前国内主要市场采购计价系数如下：湖北大冶地区 20%

品味铜精矿含税到厂计价系数 79.5%-80.5%，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计价系数 77%

（含税），上海港 22%品味铜矿含税计价系数 78%-79%。

2222．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废铜市场评述

今日废铜价格维持震荡，个别地区有 200 元/吨的振幅。市场货源相对充足，持货商虽惜

售，但出货量仍有上升。采购商家逢低采购，成交转好。上海地区废铜持货商虽有挺价意愿，

但市场均逢低采购。华南废铜市场因货源紧张，近期局面也较低迷。山东市场近日采购量较

大，因华北供应量加大，相应加大废铜采购。但综合来看下游采购仍然有限，笔者了解到近

期不少采购废铜的用铜厂家出现融资困难的现象，资金面有限，废铜采购依旧萎靡，山东一

些厂家甚至放弃采购废铜转而采购粗铜来维持生产。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主要城市废铜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废铜价格 与铜价差 周环比 备注

天津 44400 3885 +0.72% 不含税

佛山 44100 4050 +1.88% 不含税

保定 44200 4000 +2.44% 不含税

上海 44150 3750 +0.94%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主要市场仍是废铜货源紧张，冶炼厂采购需求难以满足。上海周边市场废杂铜基本无库

存，废铜与好铜价差缩小，废铜持货商出货意愿不强，大部分仍处于亏损状态。废铜需求日

趋好转，废铜供应受到市场关注，近日铜价的坚挺运行，废铜价差进一步收窄，料市场废铜

供应仍将维持紧张格局。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5110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1868.html
http://biz.f139.com/buy/list.do?vid=1
http://biz.f139.com/sell/list.do?vid=1
http://biz.f139.com/buy/list.do?v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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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现货市场追踪现货市场追踪现货市场追踪现货市场追踪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上海成交简报：沪铜低开低走并未打动消费者，早间好铜报价+180，未得到市

场认可。后陆续有贸易商议价销售升水回降到+150 附近测试下游认可度。市场货源相对宽松，

随着沪铜震荡回升，好铜+140 时贸易商搬货转好，但下游拿货并未启动，并且意愿较差。截

止小休盘，成交总量未明显体现。重新开盘后，好铜稳定报价+160。下游备货意愿稍有恢复，

拿货基本以少量刚性需求为主，因不少持货商要求先款后货，下游厂家有所顾忌导致成交氛

围仍显低迷，总体成交量较之前没有太大提高。

1111、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升贴水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升水70至升水15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7930元/吨-47990元/

吨。换月后首个交易日，持货商报价重返升水，但市场供应货源充裕，现铜升水一路下滑，

远月走势坚挺，令中间商少操作空间，活跃度下降，持货商意欲抬高升水，市场表现胶着，

下游换月后接货量略增，但市场整体成交略显疲弱，谨慎观望情绪浓郁。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价格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品名 材质/牌号 规格/品位 参考升贴水 涨跌 备注

上海 升贴水 贵溪 Cu≥99.99% B150 +19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四大牌 Cu≥99.99% B140-B150 +19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升水铜 Cu≥99.99% B120-B140 +16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平水铜 Cu≥99.95% B90-B110 +20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湿法铜 Cu≥99.9% B70-B90 +210 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上周五美经济数据表现良好。美1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89.4，远超预期的

87.5，创2007年7月以来新高，不过，1年期和5年期通胀预期下挫，5年期通胀预期创12年来

最低，美元受到打压；美10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3%，较上个月的-0.3%大幅回升，且高于此

前市场预期的0.2%。欧洲数据方面也同样好于市场预期。三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0.2%，同比

增0.8%，高于市场预期，其中德国第三季度GDP初值同比增长1.2%，高于1.0%的预期，法国GDP

三环比增长0.3%，创下1年多来新高；10月欧元区通胀同比上涨0.4%，符合预期。中国方面，

银监会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766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725亿元，连续十二个

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创近四年新高；中国10月社会

融资规模为6627亿元，大幅低于预期的8875亿元，且比上月少4728亿元，比去年同期少2018

亿元；10月M2同比增速从上月的12.9%放缓至12.6%，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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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会采取一切手段支持欧元区经济复苏部分缓解了市场担忧。中国

铜产量如预期大幅上升至73万吨，同比增长13.6%，理论上讲，中国自足率增强，进口需求下

降，LME库存应该增长，但近期LME库存表现并不明显，再加上LME铜价在调整区间内增仓，这

些还是引起市场的关注，从大户持仓报告上看，上周五LME在11月合约上出现一个20%-29%的

大多头，这可能意味着有大户接货，我们对国储收铜之事一直表示关注，因为宏观面和基本

面主导了大势，但国储收铜会使铜价波动幅度和节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近期交易上还要谨

慎对待。

2222．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铜企出厂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升水70至升水15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7930元/吨-47990元/

吨。据我的有色网了解，今日冶炼厂货源充足，供应充裕，长单正常发货，散单亦按部就班。

现铜升水下滑，远月走势坚挺，令中间商失去操作空间，但厂家趁此可挺价抬高升水。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11118888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日铜企出厂价格表

单位：元/吨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铜企 出厂价 涨跌

江西铜业 48150 -250 北方铜业 48050 -200

东营方圆 48100 -200 鹏晖铜业 48050 -200

大冶有色 48100 -200 金升有色 48000 -250

恒邦股份 48000 -200 祥光铜业 48050 -20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3333．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国内主流地区价格走势分析

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升水 70 至升水 15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7930 元/吨-47990

元/吨。沪期铜承压回落，换月后首个交易日，持货商报价重返升水，但市场供应货源充裕，

现铜升水一路下滑，远月走势坚挺，令中间商少操作空间，活跃度下降，持货商意欲抬高升

水，市场表现胶着，下游换月后接货量略增，但市场整体成交略显疲弱，谨慎观望情绪浓郁。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11118888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日国内主流地区现货价格

单位：元/吨

城市 北京 沈阳 济南 上海 天津 重庆 广东 武汉 西安 均价

价格 48100 48300 48000 47960 48080 48360 47950 48100 48180 48114

涨幅 -200 -200 -250 -240 -255 -240 -350 -200 -250 -243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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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明日铜市场趋势调查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评论：评论：评论：评论：近期数据表现平稳，中国精炼铜产量

再度增长，显示国内刚需仍存，进口情况有所增加；国外

市场回落风险因素继续影响市场，投资者预期不强，且美

指的高位令金属不断承压，上冲之势放缓。

技术层面上，整体盘面仍位于布林带下行通道，伦铜

日K显示昨日5日10日均线位6660一线支撑不强，短期窄幅

震荡后或有继续下探趋势，建议采取短线操作，可少量布

空。

三、期货市场追踪三、期货市场追踪三、期货市场追踪三、期货市场追踪

1111．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期货市场分析评述

表五表五表五表五 11118888日沪铜主要合约收盘数据日沪铜主要合约收盘数据日沪铜主要合约收盘数据日沪铜主要合约收盘数据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涨跌幅 最高价 最低价 成交量 持仓量

1412 47800 47960 -40 -0.08% 48040 47770 30794 88822

1501 47490 47610 +110 +0.23% 47690 47380 206128 291918

今日沪铜回落后坚挺运行，并未跟随黑色大幅下挫，且至尾盘前向上调整，或受国内铜

及铜材产量环比增长带动，而实际消费并未明显起色，仍以区间内弱势震荡为主，等待国内

外供应长单的签订。料沪铜夜盘开盘震荡调整后继续补跌，1501 合约总持仓量减少 6482 手至

291918 手，成交量 206128 手，结算价 47530，涨幅 0.23%。

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11118888 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1501150115011501合约合约合约合约KKKK线走势图线走势图线走势图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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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

大地期货大地期货大地期货大地期货：：：：沪铜区间反复震荡，短线反抽仍未到位。铜的走势现在可以讲无需赘言，本

身可操作性不太强的情况下非要摁着想获利丰厚，那是钱多人傻的表现。鉴于沪铜近期滞涨

抗跌走势，不作为一个交易重点仅限于短线参与即可。但是铜市的整体转强还需时间检验和

市场信心的恢复。1501合约短期看4700-48000的主要区间整理。短线仍会反弹，47500-48000

做高抛低吸。

瑞达瑞达瑞达瑞达期货期货期货期货：：：：期铜延续振荡走势 仍需警惕供应忧虑。10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下滑2.6%，为连续第二个月同比下滑，且跌幅较上月扩大，显示国内房地产市场仍

十分疲软，不利于大宗商品。今晚关注英美10月通胀数据，目前英国面临通胀下行压力，市

场预期10月CPI年率维持在5年低位1.2%。铜市行业方面，高盛将6个月铜价预估由6600美元/

吨下调至6200美元/吨，因预计铜生产成本下滑。行情研判：今日期铜振荡偏强。短期秘鲁和

智利一铜矿供应受损，令铜价较锌铝表现抗跌。但鉴于美元逐步走强及中日欧经济忧虑加深，

期铜仍存在下行压力。建议沪铜1501合约背靠47600元之下逢高空，目标46800元。

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四、铜材市场追踪
房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令家电市场补库情绪不高，抑制铜材消费，且天气的渐冷电网投

资增速或将放缓，很大程度难以带动年底铜价的回稳。市场继续关注国内需求表现，国内精

铜和铜材产量环比不断增长，或有短期供应过剩局面，也将令后期铜价受到抑制。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厂家产销情况不佳，部分市场厂家受消费低迷和资金紧张的双重打

击，产销不断下滑，相比同期或难有增长；而进口市场表现较好，或显示国内仍有刚需，但

年底生产情况一般，受铜价弱势下行影响不大。据市场反馈，广东市场接单情况稳定，部分

厂家维持 80%以上的开工率，维持正常水平出货；中小企业由于资金渠道有限，出现部分运作

困境，且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行业或面临一场较大变局。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今日电解铜报价

小幅上调，铜杆线贸易商调价不多出货积极，但出货成交情况较差，市场报价仍维持稳定。

贸易商反馈，铜杆线生产厂家状况较好，主要受漆包线和电线电缆需求增加带动，但供货压

力较大，料后市需求无明显增长幅度。厂家对于后市预期良好，广东某厂维持 85%以上开工，

且处于供不应求状况，漆包线订单已经排满年底至 2015 年一季度，市场认可度增强，因此铜

材进口的增长也显示国内需求仍存较大空间，投资者继续看好国内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今日铜

管报价暂稳，青岛 T2 紫铜管报价 54950 元/吨，天津 T2 紫铜管报价 55150 元/吨，华南市场

T2 紫铜管报价 55850 元/吨，受家电市场产销下滑影响，下游消费表现欠佳，而空调增速持续

放缓，制冷用铜管销量下滑，且整体刺激作用较小，成交较差。

五五五五 知识集锦知识集锦知识集锦知识集锦
期货市场投机基本概念期货市场投机基本概念期货市场投机基本概念期货市场投机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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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者之所以要进行期货交易，其目的是要把正常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

出去。那么，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呢？这就是另一类期货交易参与者——风险投资者，即投机

者。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包括投机和套期图利两大类，构成期货交易中的又一重

要业务。

一、投机的基本概念及作用

（一）期货投机的概念

在期货市场上纯粹以牟取利润为目的而买卖标准化期货合约的行为，被称为期货投机。

（二）期货投机的功能作用

投机是期货市场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其经济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1、承担价格风险。期货投机者承担了套期保值者力图回避和转移的风险，使套期保值成

为可能。

2、提高市场流动性。投机者频繁地建立部位，对冲手中的合约，增加了期货市场的交易

量，这既使套期保值交易容易成交，又能减少交易者进出市场所可能引起的价格波动。

3、保持价格体系稳定。各期货市场商品间价格和不同种商品间价格具有高度相关性。投

机者的参与，促进了相关市场和相关商品的价格调整，有利于改善不同地区价格的不合理状

况，有利于改善商品不同时期的供求结构，使商品价格趋于合理；并且有利于调整某一商品

对相关商品的价格比值，使其趋于合理化，从而保持价格体系的稳定。

4、形成合理的价格水平。投机者在价格处于较低平时买进期货，使需求增加，导致价格

上涨，在较高价格水平卖出期货，使需求减少，这样又平抑了价格，使价格波动趋于平稳，

从而形成合理的价格水平。

（三）投机交易应注意的事项

掌握期货知识，选择商品，充分了解合约，熟悉交易规则；确定获利目标和最大亏损限

度；确保投入的风险资本额度；停止损失，确保利润的存在及增加。

二、套期图利的定义

套期图利是指期货市场参与者利用不同月份、不同市场、不同商品之间的差价，同时买

入和卖出两张不同类的期货合约以从中获取风险利润的交易行为。它是期货投机的特殊方式，

它丰富和发展了期货投机的内容，并使期货投机不仅仅局限于期货合约绝对价格的水平变化，

更多地转向期货合约相对价格的水平变化。通常被称为套利。

三、套期图利的类型

（一）跨期套利：跨期套利属于套期图利交易中最常用的一种，实际操作中又分为牛市

套利、熊市套利和蝶式套利。

（二）跨市套利；

（三）跨商品套利；

（四）原料-商品套利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0.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2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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