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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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56 -3133

LME 247050 -1325

6 月 20 日：

沪铜主力 1908 合约偏强整理。开盘报价 46780 元/吨，日

内最高 46990 元/吨，最低 46660 元/吨，收盘 46930 元/吨，

涨 100 元，涨幅 0.21%。沪铜主力 1908 合约全天成交量减少

103756 手至 136528 手，持仓量增加 936 手至 244852 手。沪

铜主力一路高开，后收于实体大阳柱，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5940 美元/吨，收盘 5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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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铜价夜盘出现小幅下滑，受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影

响，日间开盘后沪铜高开震荡上行，至尾盘收涨 0.21%。现货

市场今日交投平淡，报价维稳，低价平水铜成交不错，贸易商

拿货居多。今日凌晨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同时

近半数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应降息，态度愈发转鸽。受此影响，

美指震荡走低，三大股指快速拉升，市场情绪转好，宏观信心

有所修复，铜价小幅上行。近期宏观局势复杂多变，随着下周

G20 峰会和全球降息潮的到来，若继续有利好消息推动，铜价

仍有上涨空间，短期内铜价或以偏强震荡为主，预计明日运行

区间在 46700-47300 元/吨。

行业热点

【Chuquicamata 矿工将对新合同方案进行投票】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旗下 Chuquicamata铜矿的罢

工行动已进入第六日。 当地时间周三（6 月 19 日）晚间，

Chuquicamata 铜矿三个工会向矿工成员展示优化后的合同细

则，矿工们对其进行讨论。 当地时间周二（6 月 18 日）早些

时候，Chuquicamata 铜矿罢工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在罢工者试

图封锁通往矿场的道路的时候，警方向人群发射了橡胶弹和催

泪瓦斯。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节电增效出“实招”】

今年以来，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在开展节电增效活动中，

始终坚持以“争创一流指标、打造绿色冶炼”为目标，通过不

断优化生产工艺、落实分时用电政策、强化能管中心建设和节

电管理考核，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设

备的推广应用，全厂综合能耗在同行业始终处于领先水平，年

节约用电成本600万元以上，成为该公司降本增效的制胜法宝。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英国 5月零售物价指数月率 1.1 0.2 0.3

英国 6月 CBI 工业订单差值 -10 -12 -15

英国 5 月 CPI 月率 0.6 0.3 0.3

美国至 6月 19 日美联储利率决

定（上限）
2.5 2.5 2.5

美国至 6月 19 日美联储利率决

定（下限）
2.25 2.25 2.25

数据来源：SHFE, LME

美元下滑铜价回升 拿货表现不见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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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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贴 40 9:30-10:30

升 80 升 30 贴 50 10:30-11:00

广东
/ 升 20-30 / 9:30-10:30

升 30 升 20 / 10:30-11:00

山东 升 30-40 当月合约

天津 升 100-12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40-16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6850 元/吨,跌 60 元/吨；平水铜

均 46800 元/吨，跌 60 元/吨；湿法铜均 46720 元/吨，跌 70 元/

吨；今日市场接货表现一般，近几日市场升贴水保持相对稳定；

至二节，市场报价当月票报价好铜升水 80 元/吨，平水铜升水

30 元/吨，湿法铜贴 5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表现较一般，低价

位好铜可至升水 70，平水铜可至升水 20，低价货源表现不错，

更多为贸易商接货。市场目前贸易商挺价情绪不错，下游存有压

价情绪，因此成交表现并不理想。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46790-46810 元/吨，跌 90 元/吨；平

水 46780-46800 元/吨，跌 80 元/吨；今日市场接货表现依然不

理想，但升水下调幅度有限；市场报价当月票好铜升水 30 元/

吨，平水铜升水 20 元/吨，较昨日略有下调；今日贸易商出货情

绪保持不错，但市场接货表现不佳，低价位成交稍好。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46870-46890 元/吨，均价 46880 元/

吨，跌 12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00-120 元/吨，随着山东地区冶

炼厂发货回升，市场升水下调，但内蒙一带冶炼厂发货依然偏少，

货源紧张。

山东市场：市场冶炼企业出货基本恢复正常，市场紧张格局

缓解，报价升水 30-40 元/吨，市场接货一般，成交平淡。

重庆市场：1#铜 46910-46930 元/吨，均价 46920 元/吨，跌

60 元/吨，市场报价升 140-16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一般，成

交表现一般。

2019 年 6 月 6 日-6 月 14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6月 14 日 6月 6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3.95 14.56 -0.61

期交所（上海） 7.87 7.9 -0.03

期交所（广东） 2.18 2.2 -0.02

期交所（江苏） 3 3.52 -0.52

期交所（浙江） 0.89 0.94 -0.05

期交所（江西） 0.007 0.007 0

上海（非期交所） 1.3 1 0.3

广东（含期交所） 1.09 0.86 0.23

重庆 0.16 0.16 0

天津 0.16 0.12 0.04

保税库（合计） 50.3 51.4 -1.1

全国（合计） 16.66 16.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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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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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下跌，不含税的报价，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

价 431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43200 元/吨，华北地区报价

43000 元/吨；广东废铜今日精废差较昨日缩窄 80 元/吨为 889

元/吨。据 Mymetal 了解，2018 年进口废铜为 241.29 万吨，

同比 2017 年下降 23.9 万吨，今年 1-4 月进口废铜为 50.74

万实物吨。生态环境部发布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为建

立无废社会指标提供支撑。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600 元/吨；山东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700-750 元/吨之间；江苏市场 8mm 铜杆加

工费 560-60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 5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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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650 元/吨。今日铜价保持高位震荡，

华东地区订单情况尚可，客户提货意愿不错。

铜板带：江西 T2 紫铜带均价 5314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445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山东 T2 紫铜

带均价 53140 元/吨，下跌 1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438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山东市场，调研企业反馈；今日价格

下跌，市场消费低迷，铜板带出货偏弱；江西市场反馈；铜排

市场消费尚可，变电器开关柜的使用。据反馈铜排出货尚好。

江西市场板带消费低迷，进行下游端进行走访。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0750 元/吨，平；H62 黄铜棒 44440 元

/吨，-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3000 元/吨，平；H62 黄铜

棒 44540 元/吨，-200 元/吨。铜棒市场今日订单量一般，目

前下游消费普遍较为疲软，尤其是黄铜棒厂家市场信心较差。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260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5650

元/吨，-2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3550 元/吨，平；H62

黄铜管 46000 元/吨，-200 元/吨。今日铜管市场订单量一般，

产销有序，按需采购，稳健经营；下游消费市场尤其是空调行

业竞争愈发激烈，以近期国内空调龙头企业之间的纷争为代

表，也从侧面反应下游市场房建管道等行业生存形势较为严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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