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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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03 +1721

LME 128100 -1900

1 月 14 日：

沪铜主力 2003 合约高位震荡。开盘报价 48850 元/吨，日

内最高 49380 元/吨，最低 48820 元/吨，收盘 49310 元/吨，

涨 390 元，涨幅 0.8%。沪铜主力 2003 合约全天成交量增加

15292 手至 99744 手，持仓量增加 7277 手至 142706 手。沪铜

主力收阳，MACD 绿柱缩短，晚间等待外盘指引。

LME 铜开盘 6292 美元/吨，收盘 6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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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宏观消息影响，隔夜伦铜触及八个月高点，日间沪铜震

荡上行，至尾盘收涨 0.80%。现货方面，今日市场报价基本稳

定，临近交割贸易商挺价情绪较浓，整体成交情况尚可。宏观

方面，隔夜经贸局势继续向好发展，阶段性协议有望签署，叠

加中东紧张局势有缓和迹象，市场风险情绪提升；受制造业连

续两月扩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企业信心受到经贸局势

积极信号提振影响，中国 12 月进出口值双双超预期。产业端，

中国 2019 年铜精矿进口增长 11.6%，对外矿依赖程度继续上

升；铜库存依然处于低位，对铜价继续形成支撑；临近春节假

期铜市消费逐渐清淡，但节前备货行情仍在。短期内铜价或呈

高位震荡走势，预计明日沪铜运行区间在 49000-49500 元/吨。

行业热点

【12 月我国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 192.8 万吨 进口额 201

亿元】

2019 年 12 月份，我国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 192.8 万吨，

进口额 201 亿元；2019 年全年累计进口 2199 万吨，进口额

2337.2 亿元，累计进口数量同比上升 11.6%，累计进口金额同

比上升 11.1%。2019 年 12 月份，我国进口未锻轧铜及铜材 52.7

万吨，进口额 234.2 亿元；2019 年全年累计进口 497.9 万吨，

进口额 2239.7 亿元，累计进口数量同比下降 6%，累计进口金

额同比下降 9.2%。

【美国财政年度第一季预算赤字扩大 11.8%】

由于支出增长超过收入，美国预算赤字在 2020 财年的首三

个月扩大至 3,566 亿美元，按这个速度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到

年底有望超过 1万亿美元。 财政部周一在其月度预算报告中

称，去年 10 月-12 月期间的预算赤字同比增长了 11.8%。政府

支出增加 6.7%，而收入增加 4.6%。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中国 12 月贸易帐 2742.1 3175 3292.7

中国 12 月贸易帐（以美元

计算）
387.3 457 467.9

中国 12 月进口年率 2.5 8.6 17.7

中国 12 月出口年率 1.3 2.9 9

日本 11 月贸易帐 2540 1015 -25

数据来源：SHFE, LME

今日铜价高位震荡 升水坚挺成交一般

数据来源： My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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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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升 20 贴 20 9:30-10:30

升 30 升 20 贴 30 10:30-11:00

广东
/ 升 50 / 9:30-10:30

升 90 升 50 / 10:30-11:00

山东 升 20 当月合约

天津 贴 3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130-15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48980 元/吨，涨 370 元/吨；平

水铜均 48970 元/吨，涨 370 元/吨；湿法铜均 48920 元/吨，

涨 410 元/吨；今日市场报价全面升水，临近交割，市场挺价

情绪浓厚。至二节，市场报价合约当月票好铜升水 30 元/吨，

平水铜升水 20 元/吨，湿法铜贴水 30 元/吨。贸易商早间询价

氛围活跃，成交多围绕于贸易商之间，平水铜升水坚挺，好铜、

湿法铜报价较少，低价货源备受市场青睐，成交积极，今日市

场整体成交表现不错。

广东市场：广州报价好铜 49030-49050 元/吨，涨 320 元/

吨；平水 48990-49010 元/吨，涨 370 元/吨；市场报价当月票

好铜升水 90 元/吨，平水铜升水 50 元/吨。市场早间询盘者较

多，平水铜挺价出售意愿明显；贸易商止步高升水，交投氛围

较昨日转淡，主要围绕低价平水铜成交为主，整体成交表现一

般。

天津市场：天津市场铜报 48910-48930 元/吨，均价 48920

元/吨，涨 320 元/吨，市场报价贴 30 元/吨；假期临近，市场

接货表现较差，成交平平。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零单出厂升水报价升水 20

元/吨；市场询报盘较少，成交偏淡。

重庆市场：重庆 1#铜 49080-49100 元/吨，均价 49090 元

/吨，涨 330 元/吨，市场报升 130-150 元/吨，下游需求表现

一般，市场成交缺乏亮点。

2020 年 1 月 3 日-1 月 10 日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1月 10日 1月 3日 增减

期交所（全国） 完税总计 13.37 14.13 -0.76

期交所

上海 8.65 8.9 -0.25

广东 3.42 3.58 -0.16

江苏 1.21 1.53 -0.32

浙江 0.98 0.12 0.86

江西 0 0 0

非期交所

上海 1.6 1.2 0.4

广东 0.58 0.85 -0.27

重庆 0.25 0.17 0.08

天津 0.31 0.22 0.09

保税库（合计） 23.9 21.95 1.95

全国（合计） 16.11 16.57 -0.46

注：全国（合计）=期交所（全国）+非期交所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数据来源： Mymetal



©2019 Mymetal. All rights reserved. 我的有色网 版权所有

废铜市场

今日废铜价格较昨日上涨200元/吨，不含税不含运费的报价，

1#光亮铜华东地区报价 44100 元/吨，华南地区报价 44200 元

/吨，华北地区报价 43900 元/吨，广东地区今日精废差为 1945

元/吨，电解铜上涨精废差继续拉大，废铜市场成交偏淡，一

些废铜厂家相继休业，据我的有色网了解，临近春节，整体

市场消费相对疲软，北环环保依旧严谨，废铜消费更是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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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杆加工费报 650-700 元/吨出厂；江苏市场 8mm 铜杆不

含升水报 500-550 元/吨；浙江市场 8mm 铜杆不含升水报

500-550 元/吨出厂；江西市场 8mm 铜杆加工费报 500-550 元/

吨；华南市场 8mm 国产竖炉加工费报 500-550 元/吨，进口线

加工费报 650-700 元/吨。临近春节，个别铜杆企业已经停止

生产进入春节假期。

铜板带：洛阳 T2 紫铜带均价 55340 元/吨，上涨 40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510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宁波 T2 紫铜

带均价 54700 元/吨，上涨 40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5950

元/吨，上涨 200 元/吨。安徽市场铜板带订单大幅度下降，

今日出货量已出现缩减现象，大部分企业已完成设备检修及

调试，企业于 15 号开始陆续放假，春节后有望恢复正常消费

水平，今日铜价走强，市场成交清淡。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1865 元/吨，涨 400 元/吨；H62 黄铜

棒 42005 元/吨，涨 190 元/吨；宁波 T2 紫铜棒 54115 元/吨，

涨 400 元/吨；H62 黄铜棒 42105 元/吨，涨 190 元/吨。今日

铜棒整体运行良好，市场稳定。加工企业均在忙于完成年前

订单，企业开始有些许备货情况。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4420 元/吨，涨 400 元/吨；H62 黄铜

管 46390 元/吨，涨 200 元/吨；青岛 TP2 紫铜管 55370 元/吨，

涨 400 元/吨；H62 黄铜管 46720 元/吨，涨 200 元/吨。年底

回收资金相对紧张，铜管生产企业仍以按需采购为主，临近

春节新订单量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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