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铜市场报告
2020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第 134 期 上海钢联铜研究小组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

沪铜盘面高开低走 交投延续昨日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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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6 +890

LME 75975 +2550

9 月 10 日：

沪铜主力 2010 震荡下行。开盘报价 52100 元/吨，盘中

最高 52320 元/吨，最低 51630 元/吨，收盘 51700 元/吨，

跌 190 元，跌幅 0.37%。沪铜主力 2010 合约全天成交量

93311 手减少 56844 手，持仓量增加 252 至 110935 手。沪

铜主力今日收跌，收盘跌破 20 日均线支撑位。

今日 LME 铜开盘 6666.5 美元/吨，收盘 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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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市场情绪影响，今日沪铜呈高开低走趋势，早间开盘

后震荡下行，至尾盘收跌 0.37%。现货市场整体交投活跃度

不高，升水未有明显变化。中国 8 月 CPI 同比上涨 2.4%，与

预期一致，隔夜美元小幅回落，原油上涨，市场风险情绪回

升。产业端，废铜市场供给仍然紧张，铜价下跌导致废铜价

格跟跌，废铜持货商捂货惜售情绪较重。据调研进入 9 月下

游加工企业订单较 8 月淡季有一定好转，但铜主要消费领域

电线电缆消费表现仍旧偏弱，需求端是否进入旺季仍有待进

一步观察，国内库存拐点尚未出现，短期内盘上方压力明显。

但 LME 库存继续刷新低位，后续宏观面大概率继续宽松，美

元弱势格局难改，铜精矿供给格局依然偏紧，短期预计沪铜

依然位于高位震荡区间，等待消费端表现指引。

行业热点

【8 月汽车销量增长 11.6% 新能源汽车产销同、环比皆上涨】

9 月 10 日消息，据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8 月我国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211.9 万辆和 218.6 万辆，产量环比下降 3.7%，

销量环比增长 3.5%，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11.6%。产销已连

续 5 个月呈现增长，其中销量已连续四个月增速保持在 10%以

上。1-8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43.2 万辆和 1455.1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9.6%和 9.7%，降幅较 1-7 月分别继续收窄 2.2

和 3 个百分点。

【玉龙铜矿二期投产有望增加铜产量】

9 月 8 日，西部矿业推介会上表示，长期拖累公司业绩的

两家联营企业基本止损，玉龙铜矿二期投产在即，有望增加公

司铜产量，推动公司业绩向好。公司称玉龙铜矿二期有望在今

年年底试生产，届时公司铜精矿产能将达到 13 万吨/年，公司

总铜矿产能将达到 16 万吨，权益产能将达到 10.54 万吨。

财经日历

每日财经数据

指标 前值 预测值 公布值

美国至 9 月 4 日当周 API 精炼油

库存（万桶）
-142.4 -25 229.3

美国至 9 月 4 日当周 API 原油库

存（万桶）
-636 -107.5 297

英国 8 月三个月 RICS 房价指数 12 25 44

加拿大 8 月新屋开工（万户） 24.54 22 26.24

加拿大至 9 月 9 日央行利率决定

（%）
0.25 0.2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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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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0 升 80 贴 30-10 一节

升 100-110 升 80-90 贴 30-10 二节

广东 升 30 贴 50-40 贴 90 一节

升 30 贴 60-50 贴 90 二节

山东 升 0-100 当月合约

天津 贴 30-升 100 当月合约

重庆 升 70-110 当月合约

上海市场：1#升水铜均价 52170 元/吨，涨 140 元/吨，

平水铜均 52150 元/吨，涨 140 元/吨；湿法铜均 52060 元/

吨，涨 130 元/吨。今日市场交投活跃度依然不高，市场报盘

价格日内几无明显变化，早间部分有长单需求的贸易商接货过

后陆续离场，市场整体交投氛围进一步下滑。市场延续近日供

需两弱局面，市场多围绕于贸易商间交投，接货商整体拿货表

现一般，持货商出货积极性不高。

广东市场：报价好铜 52050-52150 元/吨，涨 110 元/

吨；平水 51970-52070 元/吨，涨 110 元/吨；早间市场平水

铜报价集中在贴水 30 元/吨，未见成交，贸易商逐步下调报价，

部分中间商趁机低价采购，刚需收货后退市；好铜贸易商出货

情绪不强，市场供给量维持紧平衡；市场交易表现远不及昨日，

下游生产企业接货情绪不强，整体成交清淡。

天津市场：市场铜报 52040-52180 元/吨，均价 52110

元/吨，涨 130 元/吨，市场报价贴水 30-升水 100 元/吨，市

场交投依然处于冷淡氛围中，成交清淡。

山东市场：今日市场冶炼企业报价升水 0-100 元/吨，报

价维持不变，冶炼厂出货一般，部分炼厂开始出口货物。

重庆市场：1#铜 52140-52180 元/吨，均价 52160 元/

吨，涨 130 元/吨，市场报价升水 70-110 元/吨，升水连日无

明显变化，成交欠佳。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统计（单位：万吨）

市场 8 月 28 日 9 月 4 日 增减

境外库存 保税区 25.5 26.25 0.75

中国库存

上海 23.3 22.85 -0.45

广东 6.77 7.78 1.01

江苏 3.14 2.9 -0.24

浙江 0.03 0.03 0

江西 0 0 0

重庆 0.16 0.16 0

天津 0.12 0.13 0.01

四川 0.04 0.04 0

河南 0.04 0.04 0

合计 33.6 33.93 0.33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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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铜市场
今日中国市场废铜价格呈现微涨趋势，废铜价格上涨幅度在

100 元/吨左右，华南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7000 元/吨，

华东市场 1#光亮铜价格在 46800 元/吨，华北市场 1#光亮

铜价格在 46800 元/吨，另据调查华南地区精废差收窄 103

元/吨至 1955 元/吨。调查显示，今日现货市场铜价格微涨，

废铜价格跟涨，上游持货商出货意愿较强，金九银十拐点尚

未到来，下游利废生产企业订单量与上月持平，仍以按需采

购为主。其中华北地区部分利废生产企业有少量成品库存积

压，利废企业达至生产库存降价收货，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下游市场
铜杆：今日华北地区天津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加工费报

400-450 元/吨；华东地区江苏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含升

贴水加工费报 580-660 元/吨，国产竖炉杆加工费报 550 元

/吨； 华中地区江西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不含升贴水加工

费报 480-580 元/吨；华南地区广东市场 8mm 进口竖炉杆

加工费报 580-660 元/吨，国产竖杆炉 420 元/吨。今日铜

杆市场整体成交一般，下游企业观望中，按需采购为主。

铜板带：江苏 T2 紫铜带均价 56100 元/吨，上涨 40 元/吨，

H62 黄铜带均价 45000 元/吨，持平。辽宁 T2 紫铜带均价

56200 元/吨，上涨 40 元/吨，H62 黄铜带均价 45200 元/

吨，持平。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江苏市场铜板带生产量微幅

增长，金九到来需求稍微转好但恢复缓慢今日订单成交一

般。辽宁市场八月铜板带产量环比增长 5%，下游以销定产，

整体成交尚可。

铜棒：上海 T2 紫铜棒 54400 元/吨，价格持平；H62 黄铜

棒 43900 元/吨，价格持平；宁波 T2 紫铜棒 55050 元/吨，

价格持平；H62 黄铜棒 43950 元/吨，价格持平。今日铜棒

市场订单量一般，铜棒企业按需采购为主，广东市场大中型

企业订单量较为稳定，排产期约在 7-15 天。

铜管：深圳 TP2 紫铜管 57050 元/吨，价格不变；H62 黄

铜管 45350 元/吨，价格不变；宁波 TP2 紫铜管 57000 元/

吨，价格不变；H62 黄铜管 45700 元/吨，价格不变。今日

铜管市场订单量表现一般，江苏铜管市场订单量尚可，企业

排产期有所延长；北方市场铜管订单表现较弱，产能利用率

进一步走低。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中国铜市场报告
2020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第 134 期 上海钢联铜研究小组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4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不会

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

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

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会实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

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

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司

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

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在任何情况下，本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

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铜研究团队所有，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

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上海钢联铜研究小组： 王宇 孟文文 肖传康 刘玉婷 彭婷 卢海丹

公众号 网页 现货交易 QQ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