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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观点观点观点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周期铜价格表现先抑后扬趋势，主力期铜价格波动范围42570-44000元/

吨，波幅1400元/吨左右，期货铜价本周表现先抑后仰，市场多头持仓明显增加，

后市预期较好。现货市场供应偏紧，进口铜清关本周大幅减少，国内大户出货意

愿不强，导致现货市场出现局部缺货，从而使现货升水回涨。

行业精选行业精选行业精选行业精选

1、英美资源:铜价走势料震荡 但基本面提供支撑

2、智利阿塔卡马地区受洪水冲击，铜产量非常低--矿业部长

3、Aurubis:中国铜订单未现改善 矿山停摆影响小

4、中国有色中标厄瓜多尔4.4亿元铜选矿项目合同

5、Codelco 公司增加 Teniente 铜矿投资成本至50亿美元

有色价格有色价格有色价格有色价格
时间 上海地区 广州地区 重庆地区 山东地区 沈阳地区

2015-4-13 43620-43700 43630-43830 44020-44100 43700-43800 44000-44200

2015-4-14 43420-43500 43430-43630 43820-43900 43500-43600 43800-44000

2015-4-15 43060-43140 43480-43680 43460-43540 43200-43300 43500-43700

2015-4-16 43460-43540 43080-43280 43860-43940 43500-43600 43800-44000

2015-4-17 43600-43680 43580-43780 43960-44040 43800-43900 44100-4430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有色视界有色视界有色视界有色视界

现货市场现货市场现货市场现货市场

本周电解铜维持震荡盘整状态。整个4月以来，铜价震荡抗跌呈“防守反

击”态势，传统旺季下铜现货转强，国内外库存增长放缓，随着二季度进程，

旺季来临是板上钉钉，现货消费逐步升高也是大概率事件，Myyouse结合各冶

炼厂、贸易商看法，认为铜不好再跌了。

下周预判下周预判下周预判下周预判

我的有色网认为：近期股市大涨，同样给予铜价回升一定支撑，市场现

货偏紧使现货铜升水回升，但下游采购需求明显下降，因此我们认为下周铜

价依然小幅震荡回升为主，其价格区间43000-44000 元/吨，美金 5900-6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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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精矿市场一、铜精矿市场一、铜精矿市场一、铜精矿市场

1111、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内铜精矿市场评述
国内市场，本周铜精矿价格呈现“V”型走势：周一价格维持上周五水平；周二价格开始

启动下调模式，各地均价下降 35 元/吨至 50 元/吨不等；周三继续下行，下行区间在 50 元/

吨至 70 元每吨；周四价格升温，各地价格上调 40 元/吨至 55 元/吨之间；周五保持上涨势头，

上涨幅度与周四相当，区间为 40 元/吨至 60 元/吨。本周市场上贸易商询价依旧不少，到港

资源无突变，冶炼厂散单拿货较少。行业方面，据了解，今年第一季度，河北秦皇岛口岸铜

精矿进口量大幅增长，该口岸共进口铜精矿 11 批次、10.08 万吨、货值 12473.56 万美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重量和货值增长近 10 倍。进口的铜精矿主要来自智利、秘鲁、澳大利亚等产

铜大国，货物流向主要为葫芦岛、赤峰的冶炼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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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含税），上海港 22%品味铜矿含税计价系数 80%-81%。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13131313----17171717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日主要港口铜精矿价格汇总
单位：元/吨

日期 丹东港

20%

大连港

20%

青岛港

18%-20%

天津港

15%-18%

上海港

20%-24%

连云港

20%

南通港

20%

宁波港

18%-20%

黄埔港

20%-23%

4月13日 7160 7345 6995 6820 9145 7585 7865 7595 8030

4月14日 7120 7305 6955 6785 9095 7545 7825 7555 7980

4月15日 7060 7245 6895 6735 9025 7485 7765 7500 7910

4月16日 7110 7295 6945 6775 9085 7535 7815 7545 7965

4月17日 7160 7345 6995 6815 9145 7585 7865 7590 8020

周均价 7120 7305 6955 6785 9100 7545 7825 7555 798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222、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国际铜精矿市场评述
国际市场上，智利位于阿塔卡马地区的铜生产受到上个月洪水的冲击最为严重，几乎完

全处于停滞状态，该地区月度产量通常在 32,000 吨，或占到智利月产量的 8%。大中型矿企将

会弥补产量损失，未来几个月产量能够恢复到 20,000-30,000 吨。

与此同时，智力的邻国——巴西成为了铜矿的聚焦点。除却近来巴西与我国的铜矿贸易

频率有所提高，其本国的铜矿投资也有了新进展。嘉能可（Glencore）铜矿兼贸易主管

TelisMistakidis 在同圣胡安省长官 JoseLuisGioja 会面后，称将向位于该省的 ElPachon 矿

投资 30 亿美元。ElPachon 铜矿每年可生产 20 万吨铜。

二、精炼铜市场二、精炼铜市场二、精炼铜市场二、精炼铜市场

1111、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内升贴水走势分析
本周内电解铜升水依然保持强势，因冶炼厂和大型贸易商持货惜售，下游消费逐渐转好。

周一很多厂家还未苏醒，拿货意愿较低，单市场货源相对紧张，升水虽处高位但实际成交一

般。周二、周三升水回调，回到下游“合理”区间内，现货市场内有投机商加入，吸收低价

平水铜交付长单交割，下游间或有成交。周四换月后第一天，市场货源充足，但因与前日有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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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价差，升水比较坚挺，保持高位震荡，下游逢低入市，拿货意愿较低。周五备货高峰已

到，升水有小幅波动，但总体维持高水平，下游拿货相对积极，成交量虽不及前日，但已初

现旺市苗头。有贸易商反应，本周 5天的成交量甚至不及旺季一天的操作量，下游消费可见

一斑。但随着二季度进程，旺季来临是板上钉钉，现货消费逐步升高也是大概率事件，Myyouse

结合各冶炼厂、贸易商看法，认为铜不好再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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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上海

成交及市场
升贴水 c=贴水 b=升水

贵溪 四大牌 升水铜 平水铜 湿法铜

99.99% 99.99% 99.99% 99.95% 99.90%

2015-4-13 b90 b80-b90 b70-b80 b40-b60 b10-b30 报价较多升水维持拿货一般

2015-4-14 b60 b50-b60 b40-b50 b10-b30 c20-b10 升水下调拿货较差且多低价

2015-4-15 b70 b60-b70 b50-b60 b30-b40 b10-b30 临近换月收货多交割消费差

2015-4-16 b110-b120 b100-b120 b90-b100 b70-b90 b50-b60 换月后升水降搬货多消费少

2015-4-17 b110 b100-b110 b90-b100 b50-b80 b30-b50 升水坚挺备货不足成交一般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222、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国际升贴水走势分析
本周美金铜仓单成交表现清淡，本周沪伦比值处于 7.16-7.27，不利境外铜清关进口。

美金铜仓单升水铜报价升水维持 75 美元/吨左右，平水和湿法报价升水 40-60 美元，成

交不佳。

沪伦比值反映出进口铜价和国内铜价基差较大，本周沪伦比值维持 7.16-7.22，沪伦比表

现价格倒挂状态，进口铜清关明显减少，且目前美金铜融资成本高于镍融资成本，因此部分

进口商改进口镍做融资，使美金铜市场参与者减少将近 30%，从而使市场成交不活跃。

周一，沪伦比值 7.26，沪伦比值相对较好，倒挂价格至 1000 元/吨，美金铜升水报价 50-70

美元/吨，市场提单到港期较近，价格遭受打压，市场成交清淡。

周二，沪伦比值 7.16，沪伦比值出现下降，倒挂价格再次拉大至 2000 元/吨，清关铜进

一步减少，美金铜市场报价升水维持不变，50-70 美元/吨，但成交较周一稍好，因周二国内

拿货需求好转。

周三、沪伦比值 7.23，比值依然较低，进口倒挂价格在 1500 元，当天进口铜 CIF 报价升

水 65 美元，美金铜市场成交较周二好转，升水有所回升。

周四、沪伦比值维持 7.27，进口比值依然处于 900 元/吨，清关铜相对前三天明显增加，

加上国内现货拿货需求不错，使价格回升至最高 80 美元/吨。

周五沪伦比值 7.18 左右，价格再次倒挂 2000 元/吨之上，周五现货成交疲软，美金铜清

关较少，美金铜市场成交清淡。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上海保税区一周境外铜美金升水

日期 最低 最高 均价（美元）

2015-4-13 50 70 60

2015-4-14 50 70 60

2015-4-15 55 75 65

2015-4-16 60 80 70

2015-4-17 65 7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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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本周美金铜仓单价格维持上扬趋势，市场价格在 6005-6137 美元/吨区间交易，其中以平

水铜和湿法为主。

近期到港货较多，因此仓单货明显充足，但由于近期国内市场采购量不大，导致仓单货

并不好出，成交清淡。提单货近期有 5 月到港，船期将近，价格遭受打压，提单基本报价在

70 以下，平水铜甚至降低至 50 左右。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上海美金铜一周价格变化

日期 最低 最高 均价（美元）

2015-4-13 6034 6054 6044

2015-4-14 5995 6015 6005

2015-4-15 6017 6037 6027

2015-4-16 6120 6140 6130

2015-4-17 6132 6142 6137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3333、、、、下周下周下周下周铜市场趋势调查铜市场趋势调查铜市场趋势调查铜市场趋势调查

MyyouseMyyouseMyyouseMyyouse评论评论评论评论：：：：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想要加息，先看通胀。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金人数接近30万，高于预期，美元下挫。美国3月新屋开工92.6万，不及预期的104万；营建

许可103.9万，预期108.1万。环保部称实施“水十条”，预计可拉动GDP增长约5.7万亿元，

累计增加非农就业约390万人，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增加2.3%。

隔夜美数据略差美指高位大幅回落，且原油近期高位坚挺运行，支撑金属市场短线回补。

技术形态上看，沪铜隔夜跳空高开震荡稳于43600一线，今开盘后延续高位整理，尾盘小幅下

翘仍收高位43690。已经突破布林带周线压力43600-43800，短线位于较强上行区间

43200-44400，但注意风险因素打压，关注晚间120分钟43300-43950走势变化。伦铜短线上冲

动能增强，下方支撑继续增强，而市场风险因素依然存在，多空力量持续入场展开拉锯，注

意晚间冲高回落风险，建议采取高抛低吸策略。我的有色网分析师认为，短线拉高趋势有限，

或受预期拉动而下方支撑未有跟进，我们认为下周沪铜06合约继续上冲44000上方，短线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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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于区间43300-44500震荡整理；伦铜上冲高位后将位于6000-6220区间整理。关注下周国

外数据和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

三、铜材市场三、铜材市场三、铜材市场三、铜材市场
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铜板带市场：本周整体数据表现欠佳，市场宽松预期强烈制造业积极增长，环比好于上

周，但需求欠佳仍显行业运行艰难。路消息人士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视察工行和国开

行，敦促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金三银四”的传统旺季仍被市场关注，尽

管企业订单增长不明显，但较多市场陆续恢复入市接货。据我的有色网了解，本周铜板带报

价较坚挺，环比有明显增幅，同时企业加工费仍相应坚挺，开工情况缓慢恢复，而市场要求

高精度铜板带货源不多，低价货源成交不多。对于后市，厂家反应较平淡，而且仍对后市略

显悲观，除非政策的真正落地和项目投资刺激的拉动，将对实体制造业带来二季度消费希望。

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铜杆线市场：本周铜杆线市场持续恢复，电网改造投资项目的落地投资者预期好转，线

缆市场积极恢复，而本周铜价坚挺整理，铜杆厂家线缆企业采购积极性好转，且订单新增好

于前周。从市场反馈来看，2015年二季度回暖仍显缓慢，但小微企业资金政策扶持受到较大

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可以对国有商业银行专门负责小微企业信贷的部门给予适当的

优惠金融政策，因此我们预计二季度后期将是中小制造业恢复的关键时期。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整体铜杆企业开工率环比小幅回升，部分企业订单表现良好；

端子连接器厂家较为稳定，而竞争压力同比仍然较大，较多企业开始调整后市预期。

四、废铜市场评述四、废铜市场评述四、废铜市场评述四、废铜市场评述
进入第二季度，需求转好是大概率事件，从日益增长的电解铜需求可以看出下游消费市

场还是向好发展的。所以废铜市场也理应是一个转好的趋势，但有几个点需要注意：一是市

场规律下需求转好必然导致价格上涨，但逐步提高的价格是否会打击本就薄弱的消费市场；

二是各大拆解园因无力支撑而关门，比如清远云铜就一直在亏损，在此环境下拆解园区是否

还能提供持续且优质的货源；三是海外进口仍不理想，虽“绿篱”已过，但“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废铜进口想要恢复元气还需多少时日。可以预见下游逐步开工，对废铜的需求

逐步增加，而国内货源又紧缺，在这样畸形是客观条件下，废铜和涉废铜企业如何自保或转

型，成为重中之重。

市场上贸易商多看涨后市，目前出货积极性一般，市场交易仍未大幅展开，预计后续废

铜市场仍会有一波涨潮袭来，持货商目前仍可稍许压货，待价而沽。尤其本周五电解铜上涨

后，废铜价格较为坚挺，下游开始紧急入市购货，市场交易较为活跃。进入第二季度，下游

消费逐渐转暖，各厂家虽并未强制备货，但逢低卖货现象还是有的，环保打击力度降低，到

港量攀升，下游消费转好，带动废铜市场逐渐活跃。

五五五五、行业精选、行业精选、行业精选、行业精选

1、据外电4月15日消息，英美资源集团（AngloAmerican）铜业主管 HennieFaul 周三在

圣地亚哥的业内会议上接受采访时称，铜价走势料震荡，但基本面提供支撑。全文链接

2、据圣地亚哥4月13日消息，智利矿业部长 AuroraWilliams 周一称，该国位于阿塔卡马

地区的铜生产受到上个月洪水的冲击最为严重，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全文链接

3、据外电4月14日消息，欧洲最大的铜冶炼厂 Aurubis 公司首席执行官 BerndDrouven 在

圣地亚哥接受采访时称，在2月份的农历新年假期过后，中国铜订单没有出现改善迹象。全文

链接

http://www.myyouse.com/15/0417/06/D4F21F6C8D765C1B.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415/06/1B02B8FD1462543C.html
http://info.glinfo.com/15/0409/06/82C19EEFE808B038.html
http://info.glinfo.com/15/0409/06/82C19EEFE808B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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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日，中国有色集团出资企业中国十五冶中标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2000万吨/年采选

项目选矿厂工程一标段工程与永久营地建设工程，中标价款4.4亿元，中标工期670天。全文

链接

5、外媒4月15日消息，智利国有铜业公司 Codelco 执行长 Pizarro 周三表示，将增加旗

下 Teniente 铜矿投资成本，从30亿美元调高至50亿。全文链接

五五五五、后市展望、后市展望、后市展望、后市展望
我的有色网认为：本周市场乐观情绪明显回升，国内政策面再次出台利好政策预期提振

市场乐观心态，进口铜清关减少，加上国内现货大户出货意愿较弱，使铜价供应偏紧，从而

推动价格上涨。

基本面，本周下游采购需求表现一般，虽低于预期，但不算太差，不过市场大户无货可

出，推动升水回涨。周五采购需求回落，现货升水紧随其后。国内现货库存依然处于 20 万吨，

但本周有所下降，保税区库存同样出现下降至 60 万吨左右。

我的有色网认为：近期股市大涨，同样给予铜价回升一定支撑，市场现货偏紧使现货铜

升水回升，但下游采购需求明显下降，因此我们认为下周铜价依然小幅震荡回升为主，其价

格区间 43000-44000 元/吨，LME 铜价 5900-6100 美元。

http://www.myyouse.com/15/0415/06/ABA3D690905784A8.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415/06/ABA3D690905784A8.html
http://www.myyouse.com/15/0417/06/A06C521BC5B0E5B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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