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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近期公布的 5 月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金融去杠杆，
以及周期性推动经济成长的因素减弱，中国经济有见顶回落迹象，但随着外需改
善和前期调控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结构得到部分改善，基本面仍然保持稳定，
经济成长动能虽然在减弱，但步伐慢于之前市场预期。全球铜需求仍然保持稳定，
虽中国需求下半年预期减弱，但今年以来供应干扰事件却层出不穷，减缓了市场
压力。短期内，铜价在宏观层面虽缺乏持续推涨的动力，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
仍保持稳定，欧美向好，尤其是欧洲近期数据显示复苏强劲，铜价亦缺乏持续打
压的宏观环境。本周美联储 6 月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还就缩表公布了
更多的细节。美联储未来政策立场较市场预期更为鹰派，带动美元上涨，同时近
期原油走弱，铜消费淡季来临等都对铜价构成一定压力，预计下周铜价震荡偏弱。
上方关注 60 日均线压力，下方关注年内低点 44500 支撑位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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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铜价上周高位回落，之前一周铜价冲高，但中国经济总体稳中趋弱，临近年中，企业资金紧张，现货消费
疲弱，铜价反弹受限，自 5 月初以来的高位回落。周三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中趋弱，在显示一
定韧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表明下半年经济压力加大。原油大幅下跌亦施压铜价。美联
储一如市场预期加息 25 个基点，还就缩表公布了更多的细节。美元走强亦令市场略承压。上周伦铜收于 5673
美元/吨，跌幅为 2.69%。上周沪铜指数截止到周五日盘收于 45610 元/吨，下跌 0.91%，截止到周五夜盘收
于 45650 元/吨，跌幅为 0.82%。
2、 行业信息


必和必拓与 Escondida 铜矿谈判进行中将调整工作日程。
工会一号发言人 Carlos Allendes 通过电话表示，
在必和必拓旗下的智利 Escondida 铜矿，关于调整工作日的谈判将在下周继续。必和必拓公司和工会寻求
续订协议，谈判条款包括通过矿工们工作 7 天、休息 7 天来代替默认的 7 天工作、4 天休假。



因相关经济指标增速放缓、减税降费政策，5 月中国财政收入仅同比增长 3.7%，增速创年内新低。受全面
推开营改增试点翘尾减收和高基数影响，改征增值税下降 44.6%。因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增加较多，
债务付息支出大增近 40%。5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073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915
亿元，同比增长 9.2%。



美国 5 月联邦政府支出 3290 亿美元，同比激增 19%；但收入 2400 亿美元，仅同比上涨了 7%。这意味
着 5 月联邦赤字 884 亿美元，同比大涨 68.4%。医保福利和国防军费支出涨幅超预期；对税改的预期或
压低税收。



OPEC 发布原油市场月报，称 5 月 OPEC 总产量增加 33.6 万桶/日，创 6 个月最大增幅，升至 12 月以来
新高。不过这一水平仍然低于去年 11 月减产协议规定的新产量目标。尼日利亚和利比亚在 5 月的产油量
合计增加超过 35 万桶/日。



原油库存依然维持在高位，API 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9 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大增 275 万桶，预期
减少 245 万桶；汽油库存也大幅增加 179 万桶。API 原油库存再次录得大幅增加，且汽油库存意外增加令
原油和汽油期货价格迅速抹去日内涨幅。



墨西哥集团（Grupo Mexico）秘鲁总裁 Pedro Pablo Kuczynski 周二称，将把位于秘鲁的金属冶炼产能
翻番，因环保法规已经放宽。Kuczynski 表示，
“对于冶炼厂和加工厂来说，环境标准是不现实的，但我们
认为新的标准下，墨西哥集团可令秘鲁的冶炼产能增长一倍。
”



统计局今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1-5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8.6%，预期 8.8%，前值 8.9%；中国 1-5
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8%，前值 6.9%。统计局称，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5 月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和房地产增速均有所回落，制造
业投资逆势反弹；



中国 1-5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8.8% ，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5 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为 101.18，比 4 月份回落 0.05 点。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商品房待售面积
继续减少。1-5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7143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1%，增速与 1-4 月
份持平。1-5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5482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3%，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1.4 个百分
点。1-5 月份商品房销售额 4.3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6%，增速回落 1.5 个百分点。但测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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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当月商品住宅销售额环比上升 1.8%，同比上升 12.6%。 5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6018 万平方米，
比 4 月末减少 1452 万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中国 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6.5%，增速与上月持平，略高于预期
6.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介绍 2017 年 5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在“三去一降一补”
深入推进的情况下，今年以来实体经济继续呈现了稳中趋好的态势。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5 月份规上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5%，比去年同月有所回升。企业盈利状况也在改善，1-4 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了 24.4%。总体来说，实体经济确实在趋好。



虽然通胀近期表现疲软，但美联储依然宣布 2017 年的第二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0.75%~1%调升到
1%~1.25%，并预计年内将再加息一次。美联储表示将密切关注通胀，预计未来 12 个月通胀将持续低迷。
此外，美联储还预计将于今年开始缩表，起初每月缩减规模上限为 100 亿美元。



洋山铜溢价今日较上个交易日仓单及提单报价基本持平，随着 Contango 拉大持货贸易商降价出售意愿降
低，报货积极性受阻。买卖双方价差拉大的态势短期内无法调和，造成成交冷清。沪伦比值持续震荡，截
止本日，沪伦比值 8.04 左右，下游接货需求并无亮点，预计成交冷静将成为本周主旋律。



波兰铜业(KGHM)2017 年一季度铜产量 13.89 万吨，同比微降 3%。旗下 Victoria project、Sierra Gorda
Oxide、Ajax project 三个新建项目暂未投入生产运营。



据 SMM 调研数据显示，5 月份铜板带箔企业开工率为 71.42%，同比增加 4.44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1.13
个百分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2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 5 月，汽车产量比上月略有下降，销量小幅增长；与上年
同期相比，产量微增，销量略降。1-5 月，汽车产销同比均呈小幅增长，增幅比 1-4 月继续趋缓。5 月，
汽车生产 208.68 万辆，环比下降 2.42%，同比增长 0.69%；销售 209.60 万辆，环比增长 0.58%，同比
下降 0.09%。1-5 月，汽车产销 1135.84 万辆和 1118.20 万辆，同比增长 4.49%和 3.71%。



据 SMM 调研，预计 6 月铜管企业开工率持平于 89.55%。大部分企业表示目前持有的铜管订单能使 6 月
的生产水平与 5 月相当，铜管行业的拐点或将延后至 6 月以后，高库存仍然是后续生产的压力，但由于对
后续销售存较大期待，铜管行业预计 6 月仍然维持高开工水平。



据 SMM 调研数据显示，5 月份铜杆企业开工率为 74.54%，同比下降 4.5 个百分点，环比增加 2.99 个百
分点。



6 月 15 日，油价盘中触及六个月低位，因全球库存高企，引发市场担忧，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
其它产油国减产，但尼日利亚、利比亚和美国增产将会使油市继续保持供应过剩的状态。



美国劳工部 6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截至 6 月 10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23.7 万，表明美国劳
动力市场继续收紧。同日公布的 5 月进口物价指数月率创 15 个月最大降幅，表明通胀压力可能在一段时
间内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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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一、三大交易所库存总量微升，国内精炼铜产量增速平稳
截止到 6 月 16 日当周，上期所库存量比上周增加 0.14 万吨至 19.64 万吨，比去年同期多 3.29 万吨。同
期 LME 库存减少 0.84 万吨至 26.85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7.25 万吨，COMEX 仓库库存增加 0.12 万吨至 14.71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出 9.32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增加 0.15 万吨，达到 61.46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9.87 万吨。
中国国家统计局 6 月 1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5 月精炼铜产量为 727,000 吨，同比增加 6.8%。中国
1-5 月精炼铜产量为 358.6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7.2%。中国 4 月铜材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8.5%，至 177.7
万吨。一季度累计产量 633.5 万吨，同比增加 9.7%。
上周上海现货铜市场升贴水在交割后转为贴水。由于贸易商铜进口需求增加，洋山铜溢价均值从上周末的
每吨 61.5 美元上升到本周末的 65 美元。同时 LME 现货对 3 月电子盘期货仍呈 contango 结构，贴水维收窄
在 30 美元附近。上周沪伦比值上升，同时受益于近期境内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进口铜的需求，从而
推升了进口铜溢价的上涨。上海保税区的铜库存则下降了 4.1 万吨至 56.27 万吨。
二、中国经济数据稳中趋弱，但电网投资数据快速反弹
6 月 14 日公布的中国 1-5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8.6%，预期 8.8%，前值 8.9%；中国 1-5 月份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6.8%，前值 6.9%。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和房地产增速均有所回落，制造业投资逆势反弹。
从分项来看，投资回落的主因是房地产和基建，5 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 7.3%；较 4 月下降 2.3%，5 月基建投
资同比增 13.1%，较 4 月下降 4.3%。
中国 1-5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8.8% ，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5 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为 101.18，比 4 月份回落 0.05 点。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放缓，商品房待售面积继续
减少。1-5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7143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1%，增速与 1-4 月份持平。
1-5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5482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4.3%，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1.4 个百分点。1-5 月份商
品房销售额 4.3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6%，增速回落 1.5 个百分点。但测算显示，5 月当月商品住宅销
售额环比上升 1.8%，同比上升 12.6%。 5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66018 万平方米，比 4 月末减少 1452 万平
方米。地产销售改善但投资年内首现回落。尽管地产调控加码，但棚改仍对三四线地产有支撑。地产投资年内
首现回落，地产调控和监管的滞后影响开始显现。
1-5 月份，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1794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9.52%，增速比 1-4 月份提高 4.78
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 39.12%的增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2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 5 月，汽车产量比上月略有下降，销量小幅增长；与上年
同期相比，产量微增，销量略降。1-5 月，汽车产销同比均呈小幅增长，增幅比 1-4 月继续趋缓。5 月，汽车
生产 208.68 万辆，环比下降 2.42%，同比增长 0.69%；销售 209.60 万辆，环比增长 0.58%，同比下降 0.09%。
1-5 月，汽车产销 1135.84 万辆和 1118.20 万辆，同比增长 4.49%和 3.71%。
因相关经济指标增速放缓、减税降费政策，5 月中国财政收入仅同比增长 3.7%，增速创年内新低。受全面
推开营改增试点翘尾减收和高基数影响，改征增值税下降 44.6%。因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增加较多，债
务付息支出大增近 40%。5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073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915 亿元，
同比增长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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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金融去杠杆，政策监管加强，市场整体流动性虽经央行持续逆回购操作短期压力减小，但收紧趋
势不变。制造企业由于资金偏紧，和部分行业库存重返高位，企业行为趋于谨慎，前期驱动经济回升的库存周
期已接近尾声。同时由于政府收支不平衡，制约政府投资空间。铜下半年需求增速出现回落可能性较大。
三、美国多项经济数据疲弱，6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依然决定加息年内缩表
虽然通胀近期表现疲软，但美联储在北京时间 6 月 15 日凌晨依然宣布 2017 年的第二次加息，将联邦基
金利率从 0.75%~1%调升到 1%~1.25%，并预计年内将再加息一次。美联储表示将密切关注通胀，预计未来
12 个月通胀将持续低迷。此外，美联储还预计将于今年开始缩表，起初每月缩减规模上限为 100 亿美元。
但是美国实体经济近期各项数据却表现平平，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心美国货币政策过快缩紧将导致经济复
苏步伐停滞。6 月 14 日公布的美国 5 月零售销售环比萎缩 0.3%，降幅创下 2016 年 1 月以来最大。这源于汽
车消费和自主性支出下滑，打击了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加速的预期。6 月 16 日公布的美国 5 月新屋开工创下
八个月新低，且连续第三个月下跌，为 2009 年 1 月来首现三月连跌，5 月营建许可则创 2016 年 4 月以来新
低。分析称，这意味着建筑业可能令二季度经济承压。6 月 16 日公布的美国 6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初值 94.5，不及预期的 97，创 2016 年 10 月份以来最大降幅并降至去年 11 月以来新低。这表明，人们担心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及其在国会山获批的可能性。调查显示，更多的消费者担心美国经济将在未来五年陷入衰
退，而不是不断扩张。
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中国近期公布的 5 月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金融去杠杆，以及周期性推动经济成长的
因素减弱，中国经济有见顶回落迹象，但随着外需改善和前期调控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结构得到部分改善，
基本面仍然保持稳定，经济成长动能虽然在减弱，但步伐慢于之前市场预期。全球铜需求仍然保持稳定，虽中
国需求下半年预期减弱，但今年以来供应干扰事件却层出不穷，减缓了市场压力。短期内，铜价在宏观层面虽
缺乏持续推涨的动力，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仍保持稳定，欧美向好，尤其是欧洲近期数据显示复苏强劲，铜
价亦缺乏持续打压的宏观环境。本周美联储 6 月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还就缩表公布了更多的细节。
美联储未来政策立场较市场预期更为鹰派，带动美元上涨，同时近期原油走弱，铜消费淡季来临等都对铜价构
成一定压力，预计下周铜价震荡偏弱。上方关注 60 日均线压力，下方关注年内低点 44500 支撑位的有效性。
本周操盘方面观望或反弹动能减弱时介入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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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表数据：
三大交易所铜库存走势

叠加保税区铜后库存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
现货升贴水和洋山铜溢价

数据来源：wind 我的有色网 东吴期货
沪伦比值

数据来源：SMM wind 东吴期货
沪铜、伦铜价格走势

数据源：wind 东吴期货
CFTC 非商业净持仓（截止到 6 月 13 日）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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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房地产投资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精炼铜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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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汽协汽车产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汽协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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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财政收支走势图

数据来源： 财政部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工业用供电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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