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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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开盘报于 41040 元/吨，日内沪期铜走势明显出现疲

弱态势，在开盘后及开始承压回落，未能突破夜盘高点，并伴随大量平仓盘

出现，逐步回落至日均线附近波动，尾盘有所回落，最终收报 41560 元/吨，

涨 240 元，涨幅 0.58%。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升水 20 至升水 100 元/吨，升

水铜成交价格 41860 元/吨-41980 元/吨。现货市场，货源增多，持货商积极

报价，好铜货源较充裕，下游消费按需采购，贸易商少量搬货，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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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市场上铜精矿货源充足，

冶炼厂多观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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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0%，送货到厂 82%-83%。

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期货市场

隔夜外盘宽幅震荡 5600-5800 区间，截止沪铜收盘一路下滑跌破 5600 位

置，但很快回调或受数据支撑，最高冲破 5800 位置，尾盘平稳表现收 5738。

今开盘如早间预期小幅回落整理后再度冲锋未果，布林带通道两小时线支撑

不强，外盘一路下探继续紧逼 5700 一线，或再次打破探底；沪铜受外盘带动

触及 42000 一线后走低，试探性压低至 41200 附近，两小时线张口微收，上

方压力下移但小幅缓解，注意 41000-41900 区间走势，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

局势。

下游下游下游下游市场市场市场市场

铜材市场：沪铜隔夜冲高支撑不足再次回落，低位整理或等政策指引。

铜材企业悲观氛围缓解但仍看空铜市，对新一年需求市场表示担忧，同时铜

材产能的不断增长过剩局势加重，投资者更多的希望有政策的支撑。目前市

场拿货意向仍然欠佳，市场交投活跃度继续呈弱势。据市场反馈，现在加工

企业开工情况很差，接单意愿仍然较弱，对于新增的投资项目预期不强。春

节将近，部分地区企业开始陆续安排放假，由于看跌后市备货情况惨淡。

废铜市场：今日上海地区1#光亮铜报价38000，国标低氧杆8mm报价41700，

铜价低位震荡整理，价格的持续低位打压废铜回收市场。据了解，多数市场

再生回收企业已经面临“歇业潮”，2014年艰难度过，2015年再度面临考验，

货源方面和消费低迷将直接压缩再生回收市场。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市场普遍关注今日欧洲央行公布的量化宽松政策，预计每月购买500亿欧

元债券，持续至2016年底。近期现货市场铜供应量有所减少，消费维持按需，

现货升水小幅收窄。铜库存持续增加，若维持增加态势，对铜价将带来压力，

我们维持短期铜价震荡为主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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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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吨到升水90元/吨之间。沪铜主力1504开盘40850元/吨，

收于41390元/吨，涨210元/吨。今日铜精矿小幅上涨，各主流市场价格上涨45元/吨至55元/

吨不等，市场货源充足，铜精矿交投较为冷清。行业方面，2014年江西省地矿局探明或初步

探明大型规模矿床6个，中型矿床11个，小型矿床21个，潜在经济价值1050亿元，在九江市的

九江县和瑞昌市两个铜矿勘查预计可提交铜资源量150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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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

计价系数 75%（含税），上海港22%品味铜矿含税计价系数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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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电解铜价格反弹，废铜价格跟随电解铜有 100-200 元/吨左右的振幅。随着国内市场

对废铜需求的减少，以及废铜价格的低迷，贸易商的废铜进口量有所下降，市场进口货源较

少。在经济下行重压下，预计后续废铜的需求提振不大，废铜低位运行的风险较大。今废铜

小涨，废铜买家仍可现买现用无需过多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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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亮铜价格 低氧杆价格 H62 黄杂铜 备注

天津 38200 41700 28500 不含税

佛山 39000 40400 25900 不含税

保定 39400 40400 28750 不含税

上海 38000 41700 25200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今天的废铜主要市场市场仍较为平淡，总体表现偏弱。上海地区保持低量刚需成交，好

废之间的价差拉大使得废铜暂时得以喘息；山东地区成交量仍未有明显改善，虽废铜使用厂

家已经开始新一年调整，但还未传递到废铜消费端；广东地区适当上调废铜采购价补充库存，

佛山、深圳苦苦支撑；台州市场光亮铜含税报价 38500，不含税 36200，目前客户基本选择用

含税价成交，成交少；河北、天津地区下游需求仍不理想，近期电解铜价格的低迷也使得废

铜贸易商苦不堪言，多数厂家表示年关将至，平稳度过年底最合适。

二、现货市场追踪二、现货市场追踪二、现货市场追踪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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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间好铜报+130，当月+20。早间市场相对平静，询价、成交均

不明显。后贸易商调价出货，市场好铜升水稳定在+90~110，下游无拿货，且升水仍有下降趋

势，上午无明显成交。主流成交时段内因开票系统升级，好铜大多报价+50下月。持货商降价

抛货情绪浓厚，报盘较多但下游询价无明显回升，成交显低迷，总体量不大。下午升水突降，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data.f139.com/list.do?pid=1
http://biz.f139.com/sell/list.do?v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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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铜升水在+40~50，大都下月票，当月好铜走俏，今日总体成交量没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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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上海持货商基本维持昨日升水出货，市场货源表现充足，贸易商降价抛售心里加剧。

下午好铜报价一度跌至+50，因开票系统升级多报下月，所以当月升水好铜渐受青睐。但因消

费持续低迷，升水反弹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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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B60 -7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四大牌 Cu≥99.99% B40-B60 -7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升水铜 Cu≥99.99% B30-B50 -6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平水铜 Cu≥99.95% C30-B20 -8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湿法铜 Cu≥99.9% C60-C40 -70 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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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至升水10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1860元/吨-41980元/

吨。今日江西铜业当地市场报价升水170元，散单出货少，长单出货；铜陵有色长单出货升水

140元，成交一般；湖北大冶大江PC出货升水40元，大江大板长单供应至华南市场。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2222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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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0 +300 大冶有色 41950 +250

东营方圆 41950 +300 祥光铜业 41900 +300

金升有色 41900 +250 鹏辉铜业 无报价 -

北方铜业 41950 +300 恒邦股份 4194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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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至升水 10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1860 元/吨-41980

元/吨。沪期铜高位回落，市场大量现铜货源涌出，因交割货源流出以及更多进口铜报关流入

国内市场，市场货源增加，尤其好铜货多价廉。持货商降价抛货情绪浓厚，调降速度较快，

报盘虽多但下游询价无明显回升，平水铜因长单需求适量介入，相对报价坚挺，不愿贴水出

货，中间商流转活跃度一般，下游以刚需为主，成交表现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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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2222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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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 42300 41950 41920 41800 42320 42020 42000 41955 42029

涨幅 +150 +200 +300 +320 +250 +320 +240 +250 +250 +253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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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上李克强表示，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继

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今年不会搞“大水漫灌”。央行周小川表示，中国央行

一直在尽力保证流动性不要过量。近日，央行续做新增 MLF 超 3000 亿，舒缓市场资金紧张的

同时符合不推行强刺激政策，但市场一直预期或有降息降准表现，短时拉动作用有限。注意

国外数据和政策表现。

主力合约换月，1504 合约持仓量增加至 253778，隔夜受外盘和数据带动，04 合约低开高

走震荡上行，最高冲至 41990，逼近上方压力位。今日开盘不稳高位不支，试探性小幅回落整

理，但震幅收窄，技术上短线支撑显现，但尾盘略微下翘收 41390。注意两小时布林带通道支

撑 41000，且低位支撑 40150 表现略强，上方压力继续缓解，注意 41880-42200 压力区间变化。

外盘承压回落后短线上冲至 5800 附近，涨幅超 200 美金，今震幅收窄短线施压 5700 一线，

截止沪铜收盘伦铜下探趋势减弱，或于 5723 附近蓄势上冲。技术上两小时线位于布林带通道

上方区间 5695-5765 内整理，注意晚间欧央行利率决议和美首申数据，预期良好或有短线拉

涨再次冲破 5800 位置。短线操作为宜。

三、三、三、三、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期货市场追踪

由下面分时图可以看出，沪铜隔夜低开回落探底后迅速拉升，涨幅超 1000 点，而后高位

收盘，今高开低走上冲动能减弱，或受市场预期指引，低位蓄势等待欧央行会议决议，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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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表示不应过度兴奋，欧元区通缩风险可能收窄，且经济疲软难缓。外盘回落整理，技术

上低位支撑显现，但上涨空间不足，注意设置止损。1504 合约总持仓量增加 9994 手至 253778

手，成交量 350340 手，结算价 41410，涨幅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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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图一图一图一 22222222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日沪铜 1501501501504444合约合约合约合约分时分时分时分时走势图走势图走势图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2222、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机构观点

中电投先融期货中电投先融期货中电投先融期货中电投先融期货：美元指数昨日下探后回升，最高冲至 93.09，最低探至 92.15，收盘下

跌 0.14 点，以 92.86 报收。从技术图表上看：美元指数昨晚下探后有所回升，整体仍是强劲

格局，目前在 93 附近徘徊，还没有见顶迹象。美原油昨日有所回升，3月最高至 48.20 美元，

最低至 46.55 美元，以 47.78 美元报收。从技术图表上看：美原油昨晚有所回升，目前围绕

在 48 美元附近有所振荡，压力在 20 日均线。沪铜主力合约 3月今日早盘低开后小幅走低，

昨晚最高价 42180 触及了 10 日均线后有所回落，整体看目前依然维持区间振荡格局，但还会

有所反弹，短线压力在 41900。

安粮期货安粮期货安粮期货安粮期货：：：：回落调整，沪铜难言上行。沪铜 1503 合约上午盘开盘后小幅下行，围绕 41850

一线调整后，盘中沪铜台阶式回落，但在 41650 一线获得支撑，随后围绕 41650-41750 区间

窄幅调整，最终午盘停盘于 41700。【操作建议】沪铜 1503 合约上午盘回落调整，日内仍需关

注 41800 一线的压力，短线可在反弹靠近 41950-42000 一线试空，有效突破 42200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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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周三公布，2014 年中国精炼铜产量 796 万吨，同比增长 13.8%。2014

年原铝、铅、锌产量分别为 2,438 万吨、422 万吨、583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7.7%、-5.5%、



中国铜市场报告中国铜市场报告中国铜市场报告中国铜市场报告
2015 年 1 月 22 日 第 162 期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CopperCopperCopperCopper ReportReportReportReport

©©©©2014201420142014 CopperCopperCopperCopper dailydailydailydaily bybybyby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AllAllAllAll rightsrightsrightsrights reserved.reserved.reserved.reserved. 6

7%。其中，其中原铝增幅回落 2个百分点。2014 年铜材和铝材产量分别为 1,784 万吨和 4,846

万吨，分别增长为 13.3%和 18.6%，增幅分别回落 11.7 个百分点和 5.4 个百分点。2014 年有

色金属产量保持平稳增长，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4,417 万吨，同比增长 7.2%，增速回落 2.7

个百分点。

从数据来看，中国市场依然被看好，且消费的刚性需求受到关注，但对于数据或有真实

性忧虑，而整体上表现要好于上一年度。我们认为铜材行业仍面临较大的调整趋势，且接下

来的两年行业内将不断优化组合，提高市场资源配置。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今日上海地区有一家企业接货，销售情况表现略差，且加工市场仍不及预

期，临近春节长假，需求的低迷令多数企业开始安排假期。从市场反馈来看，主要市场 2014

年度表现略稳，基本上处于产销平衡状态，如安徽市场一家铜板带加工企业达到 98%的产销状

况，尽管利润上有所下滑，但整体收益保持稳定。现货市场来看，目前备受关注的国家电网

投资和基建项目投资预期良好，但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铜及铜材行业刺激作用有限，且多

数高压线缆或多用铝材，而普通材料仍用到大量的铜材，因此铜材加工市场仍略看好 2015 年

消费需求。

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今日铜杆报价略稳，多数市场加工费维稳至 1100，终端接货意愿仍然不足，

且多数线缆企业开始交2014年四季度国网订单的货，因此后期的生产将逐步下滑直至春节后，

贸易商略有询价但无接货。市场反馈来看，一些铜杆线缆加工企业长单的签订有变化，部分

企业上调明年长单加工费，主要考虑到铜价仍处于探底趋势，且接单量不足或影响企业盈利，

而小幅调整加工费或对整体市场影响不大。贸易商仍坚持少量现货接单为主，对于企业资金

他们表示大多企业仍处于困境，价格不明朗产销情况受限，铜杆线市场或面临一场较大的变

动，中小企业多限产排查等待，无意年底博行情备货。

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报价稳定，部分企业小幅调整，对于年底需求的低迷企业早有预料，

因此多数在前期已经压低库存，以达到节源开流的效果。消费市场反馈来看，国内房屋数据

有好转，家居、家电等用铜管有部分刺激带动，且春节前后或有较大的促销等刺激活动，终

端消费将有小幅带动。市场认为，电解铜价格的不断下探维持低位，有助于减少铜管原材料

成本，但铜管企业不希望铜价继续探底，对于冶炼已经接近成本线，对于加工价格更加透明，

企业赢利也将不断收窄。

五、宏观消息一览五、宏观消息一览五、宏观消息一览五、宏观消息一览
1111、利好、利好、利好、利好

央行证实续做央行证实续做央行证实续做央行证实续做 MLFMLFMLFMLF共共共共 3195319531953195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货币宽松渐行渐近货币宽松渐行渐近货币宽松渐行渐近货币宽松渐行渐近

就在市场传言 MLF（中期借贷便利）加量续作一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证实了这一消

息。1月 21 日晚间，央行发布消息证实，近期人民银行续作了到期的 2695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并新增 500 亿元。此前央行都是在操作的下一个月公布。

欧版欧版欧版欧版QEQEQEQE议案曝光：每月议案曝光：每月议案曝光：每月议案曝光：每月 500500500500亿欧元总额亿欧元总额亿欧元总额亿欧元总额 1.11.11.11.1万亿万亿万亿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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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月 22 日凌晨消息，据外媒报道称，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已经提出了一项总额

最多可达 1.1 万亿欧元（约合 1.3 万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目的是寻求刺激欧元区通胀

率回升。

降息接力赛：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降息接力赛：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降息接力赛：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降息接力赛：加拿大央行意外降息 25252525个基点个基点个基点个基点

北京时间 1月 21 日晚间消息，加拿大央行周三宣布，将隔夜利率降低 25 个基点至 0.75%。

这是加拿大央行 2010 年 9 月以来首次对隔夜利率进行调整，是 2009 年 4 月以来的首次降息

决定。

一线楼市去年下半年渐趋活跃一线楼市去年下半年渐趋活跃一线楼市去年下半年渐趋活跃一线楼市去年下半年渐趋活跃 预计今年上涨明显预计今年上涨明显预计今年上涨明显预计今年上涨明显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1月 21 日发布了《2014 年一线楼市报告年终版》。报告指出，2014

年 12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24054 元/平方米，环比增长 2.4%，同比增长

7.4%。12 月份成交均价比 11 月份增加了 570 元/平方米。

2222、利空、利空、利空、利空

ILOILOILOILO：到：到：到：到 2019201920192019年全球将有年全球将有年全球将有年全球将有 2.82.82.82.8 亿失业人口亿失业人口亿失业人口亿失业人口

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未来五年全球失业人数将会继续增加，

预计 2015 年全球失业人口将会增加 300 万。到 2019 年，将需要创造 2.8 亿个工作职位来填

补国际劳工组织所谓的“全球就业缺口”，即那些自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的人口。

大型煤企欲将动力煤价格定在大型煤企欲将动力煤价格定在大型煤企欲将动力煤价格定在大型煤企欲将动力煤价格定在 520520520520 元元元元////吨吨吨吨 下游电企不接受下游电企不接受下游电企不接受下游电企不接受

21 日，有消息称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和四大下水煤企业神华、中煤、伊泰、同煤 20 日联合

召开会议，决定确定 2015 年下水动力煤价格 520 元/吨，也意味着近期走弱的煤价有望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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