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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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开盘报于42600元/吨，沪期铜冲高回落，收于42430元/

吨，跌190元，跌幅0.45%。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报贴水150元至贴水80元/吨，

升水铜成交价格42400元/吨-42540元/吨。现货方面，持货商积极报价，贴水

逐步扩大，下游接货积极性有所下降，整体呈现供大于求格局。

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
原料市场

今日国内主流地区铜精矿现货价格小幅下降，现货到港资源增加，贸易商

陆续入市意愿较强，冶炼企业仍在积极开工，但需求不足，成交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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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2%，送货到厂

84%-85%。

期货市场

伦铜昨日下探后有所回升，以 5713 美元报收，成交量为 214567 手，未平

仓合约减少 6865 手至 349329 手，库存减少 1550 至 340650 吨。投资者期待已

久的美联储会议如预期般取消“耐心”字眼，表明加息步伐加快，不过过程估

计还是会比较缓慢。消息出台后使得美元指数大跌以及原油反弹。伦铜从技术

图表上看：调整势头依然成立，还没有完全结束，只有有效站上 20 日均线才

会继续上攻。铜价短期还会继续呈现振荡格局注意晚间整数关口位支撑表现。

下游市场

铜材市场：下游市场受短期预期不断恢复，铜材企业开工继续好转，北方

除了东北都已经进入正常生产环节，出接货情况略稳定于上周初。但消费需求

情况仍不稳定，部分投资者继续受宽松预期支撑，中短期寄希望政府尽快出台

宽松政策，带动小微企业的发展以改善目前制造业面临的困境。现货市场供需

状况一般，经济的持续弱势令投资者多采取观望态度，新增订单仍未大量出现，

令生产企业积极性受挫。

废铜市场：今日上海地区1#光亮铜报价38100，国标低氧杆8mm报价40100，

货源偏紧贸易商拿货不足，成交活跃度仍然较差。2月份进口环比回落16.388%

至30.65万吨左右，或因国内环保限制加之需求恢复不足，节前市场期待的环

保政策落实状况缓慢，或进一步等待政策明朗化。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今日凌晨2点，美联储公布了3月 FOMC 声明，弃用前瞻指引中的“耐心”措

辞。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以意味着加息或渐行渐远。美元大幅跳水，隔夜伦铜

最终收回部分跌幅。短期铜价上蹿下跳的走势令多空疲于应付，对资金损耗较

大。鉴于目前铜市较混乱的特征，预计铜价将弱势整理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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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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昨日略有下滑，报贴水170元/吨到贴水120元/吨之间。沪铜主力

1505开盘41430元/吨，收于41720元/吨，涨100元/吨。国内铜精矿今日价格继续下调：昆明

Cu20%-25%报9295元/吨，跌75元/吨；上饶Cu20%含税价报7180元/吨，跌60元/吨；大冶Cu20%

含税价报7645元/吨，跌40元/吨；内蒙古Cu18%-20%含税价报6565元/吨，跌50元/吨。行业方

面，全球最大铜厂商--智利国有铜公司Codelco表示，旗下最新项目MinistroHales铜矿的关

键焙烧炉未全负荷运转，“仍处在起始阶段”，焙烧炉用于将矿石中的砷、锑、硒、碲等杂

质挥发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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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82.5%，天津港 18%品位铜矿石港口自提计价系数 79%（含税），上海港22%品

味铜矿含税计价系数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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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废铜价格跟随电解铜有 200-300 元/吨左右的振幅。目前废铜价格有走弱的趋势，持

货商继续压货，厂家积极趁低收货但无奈市场货源稀少，交易清淡。预计短期废铜将维持震

荡偏弱局势，采购商家可趁低备货。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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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00 40200 27500 不含税

佛山 38500 39900 25000 不含税

保定 38350 40000 27350 不含税

上海 38100 40100 25000 不含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具体成交方面：上海地区保持低量刚需成交，与其他地区有较明显差异，或许与较多的

铜杆企业减产有关；山东地区成交量有明显改善，生产企业在逐步开始加大用废铜量，低氧

杆企业已经放出完整的复产采购计划；广东地区成交适中，无奈近期到港量较少，好货难寻；

河北、天津地区下游需求仍不理想，市场正在逐步恢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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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盘沪铜低开反弹，开市好铜-110~-100，平水-130~-110，照例

9：30之前无反应。之后沪铜大阳线底部拉起，现货报价随之拉大，好铜-130~-110，平水

-160~-140。但此行情只为刺激消费，并不是因为市场趋势改变造成的拉盘，贸易商搬货、下

游询价逐渐增多，消费转好。主流成交时段内市场货源仍然充足，好铜-130~-110,平水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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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17 日 第 186 期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CopperCopperCopperCopper ReportReportReportReport

©©©©2014201420142014 CopperCopperCopperCopper dailydailydailydaily bybybyby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 AllAllAllAll rightsrightsrightsrights reserved.reserved.reserved.reserved.
3

-170~-140，持：出：接货比为33:29:15。利空出尽铜价起底回升，贸易商、下游成交增多，

市场逐渐活跃。10点50左右仍有成交小高潮，今日拿货特点仍是“人多量少此价速来”。 下

午沪铜震荡整理，现货市场报价未变，好铜-130~-110,平水-170~-140，市场成交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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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贴水继续拉大，铜价走势不明令现货市场心态不稳，持货商报价甚早急于出货，市

场供应充裕，现货铜逐步贴水，部分投机商及下游入市吸收低价货源，但由于后市铜价走向

不明朗，接货积极性不改，整体仍显供大于求格局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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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20-C11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四大牌 Cu≥99.99% C130-C12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升水铜 Cu≥99.99% C140-C13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平水铜 Cu≥99.95% C170-C140 +0 含税

上海 升贴水 湿法铜 Cu≥99.9% C180-C1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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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水170元至贴水11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1600元/吨-41660元/

吨。了解到，今日天津市场电解铜报价坚挺，贸易商出货积极，升水在120元/吨至150元/吨

之间，主流成交在120元/吨~130元/吨，不乏小户以升水150元/吨的价格成交。市场货源正常，

成交量与近几日水平相当，总体而言近几日天津市场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格局。

表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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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0 -500 大冶有色 41800 -500

东营方圆 41750 -500 祥光铜业 41700 -500

金升有色 41700 -550 鹏辉铜业 无报价 -

北方铜业 41750 -500 恒邦股份 417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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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水170元至贴水110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41600元/吨-41660元/

吨。沪期铜冲高回落，部分保值盘获利流出，持货商报价甚早，急于出货，现铜供应充裕，

贴水逐步扩大，少量投机商入市，下游逢低入市，但由于对后市走向的不明确，接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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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整体仍显供大于求格局。

表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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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0 42100 41750 41630 41920 42030 41650 41750 41940 41847

涨幅 -500 -500 -550 -540 -535 -540 -600 -600 -540 -545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4.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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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财政部数据显示，1-2月，中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加3.2%，至2.57

万亿元。增速持续放缓，而支出仍在加速，同比增加了10.5%。美国2月工业产出环比增0.1%，

不及预期的增0.2%；制造业产出环比降0.2%，预期为持平；美国3月 NAHB 房产市场指数53，

创去年10月来新低。

技术形态上看，沪铜延续区间内承压运行，布林带通道趋势收窄，均线支撑力度增强，

MACD 加速度恢复放缓，早盘提示的两小时均线42300被下影线打穿。但周线仍受均线44200附

近压力阻挡，下行趋势开始增强，今晚高开低走再次打穿42300直逼42000关口。伦铜压力之

下开盘不稳，区间内弱势调整，均线5750附近支撑放缓，布林通道继续收窄上移，支撑力度

放缓，120分钟5850短线压力形成，注意5750附近破位表现。关注今晚美房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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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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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下面分时图可以看出，沪铜在压力之下区间内坚挺整理后回落下探，上冲动能减弱但

低位支撑仍存，但上方阻力位 43200-43600 继续有效。今小幅震荡后短线急跌超 400 点，注

意晚间 42000 关口附近表现；MACD 显示加速度放缓，技术短线略有支撑但动能不强，且受美

联储两天会议预期影响，加息措辞或更加严谨，三季度前加息预期强烈，金属下探趋势仍存。

1505合约总持仓量减少9432手至291280手，成交量363952手，结算价42650，小幅下跌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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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7 日沪铜 1505 合约分时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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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粮期货安粮期货安粮期货安粮期货：受美联储昨夜决议影响，沪铜1505合约今日开盘后急速上冲至41950一线，在

两度冲击该压力未果后震荡下行，随后围绕41700-41800区域窄幅整理，最终午盘停盘于

41730；下午盘沪铜延续区间窄幅震荡走势，临尾盘减仓小幅下行，最终收于41720，较上一

交易日下跌400，跌幅0.95%。成交量方面，沪铜1505合约今日成交406544手，减仓13226手。

国信期货国信期货国信期货国信期货：国内期货品种走势经历“过山车”，因美联储会议结果刺激美元跳水影响，

在18日夜盘以金属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一度承压，沪期铜1505一度触及41120元，创5周以来新

低，但随着19日凌晨美联储会议靴子落地，美元受拖累暴跌，金属等大宗商品借势快速收复

失地，沪期铜1505在19日出现超长上影线，铜价“闪现”42790元成交单，但此后围绕42000

一线附近徘徊，收盘报41720元，多空持续反复拉锯，当日沪期铜总成交达到80余万手，总持

仓维持在77万手左右，部分资金移仓至沪铜1506合约以图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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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 1-2 月份国内铜材产量为 228.3 万吨，去年同期为 213.8

万吨，同比增长 2.0%。由数据我们看出，增长速度仍在放缓，但显示国内刚需依然存在，随

着下游复工情况的好转，制造业或将逐步复苏带动消费市场。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今日铜板带略有下跌，接货情绪不高，部分企业维持长单出货外，成交较

差；贸易商入市但接货意愿不高，受新增订单不足的拖累和资金面紧张的打压，企业需求恢

复仍较缓慢。了解发现，一些地区加工企业开工情况并未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原因有三，一

是目前银行对于有色行业放贷持续收紧，甚至各大银行已经开始屏蔽有色行业资金需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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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当前环保压力影响，环保设备的更新升级被提上日程，尤其是再生回收企业环保问题较

大，限制了目前废金属市场活跃度；三是大中型企业表现良好，订单略显稳定，小微企业面

临订单紧缺而无开工需求，消费市场的持续疲弱拖累加工市场，因此积极等待国家关于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导意见的落实。

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今日铜杆跌 400，部分贸易商调价幅度超过 500，线缆企业陆续开工但需求

依然不强，开工率好于二月，而市场真正关注的还是国家电网投资和电改的逐步落实。部分

大型企业开工恢复良好，一部分节前订单逐渐消化，散单市场表现不佳，相比于华东市场贸

易集中地，北方市场贸易商报价仍显坚挺，部分厂家略有成交。

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管市场：铜价回稳力度不强，持续区间内弱势震荡，且上方压力增强，现货市场带动

作用不明显。铜管加工企业开工率逐步恢复，山东市场仍然较坚挺报价，较高的库存令企业

面临较大压力，部分企业少量接货，整体成交情况好于上周。消费市场反馈来看，国内进出

口数据较差，铜管需求压力依然存在，而进入二季度家电市场或有较高的开工积极性，或将

短期带动铜管消费需求。国内政策受到较高关注，投资者认为真正的宽松政策到来之前，较

好的预期或带动部分消费，而后供需矛盾逐渐缓解，令市场恢复到正常出接货阶段，因此多

期待两会后更多的小微企业刺激方案逐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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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铜市每日简评

□铜厂报价

□现货成交行情

□电解铜每日成交报告

□铜材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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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材厂家订单新增

□铜期盘评述

□行情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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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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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庆：021-26093892

臧 林：021-26093896

王 莉：021-26093967

邮 箱：lily_wong87@126.com

贵公司属于：

□矿山-中国

□矿山-除中国以外

□贸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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