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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观点】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从此次调研的情况来看，铜加工行业分化比较严重，大企业订单增加，但也
有一些中小企业倒闭或濒临倒闭。对整个行业的下半年需求基本保持中性看法。
上游冶炼企业看好铜价主要是从供应面来看，预期 18，19 年供应相对偏紧，现
在的期货合约和一年后合约价差 2000 元，已经反应了市场预期。由于矿山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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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弱于冶炼产能增长，18 年长单加工费有可能继续下调。下游一些企业不看
好未来铜价，主要是国内城镇化进度后面将逐渐放缓，需求增速将逐渐放缓直至
进入负增长。加工企业目前盈利状况很好，但小企业主要融资渠道收窄，融资成
本上升，资金压力加大。民营企业担心国进民退，产能过剩加剧，行业未来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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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洗牌。废铜供应由于受环保政策加严影响，进口受限；国内则因为 90 年代初
中国经济起飞，机电和家电产品使用猛增，到目前逐渐进入更新换代周期，废铜
供应预期将增加。
从基本面看，铜需求下降比之前预期下降的慢，而供给端上半年频发的供应
干扰事件超预期，且恢复情况也比预期下降的慢。短期内铜价仍有支撑，但要突
破年内高点亦困难重重，因导致去年下半年铜价上涨并维持在高位的主要因素都
有弱化迹象。预计铜价在高位震荡后下半年重心将略有下降，具体走势还有待十
九大前后国内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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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背景
2017 年上半年，铜价区间震荡，其中伦铜基本上在 5500-6000 美元/吨之间，沪铜指数在 44500-49500/
吨之间宽幅震荡。去年四季度，由于中国之前偏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持续发力，房地产业与制造业强劲扩张，
下游汽车、家电行业产销两旺，铜需求上涨。铜加工行业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全行业利润大幅好转。但是随
着前期偏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逐渐收紧，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政策加强，市场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
能否持续复苏存疑。表现在期价上就是期铜价格宽幅震荡，受偏悲观的预期和实际更富有韧性的经济数据影响，
未有趋势性突破走势。下半年中国制造业是延续扩张，还是转为收缩，铜下游消费究竟如何，未来是过剩还是
紧缺令市场困惑。怀着这样的疑问东吴期货的分析师加入了我的有色网组织的江西铜产业链调研活动，试图解
开这些谜团。

2. 调研总结
铜加工行业分化比较严重，大企业订单增加，但也有一些中小企业倒闭或濒临倒闭。对整个行业的下半年
需求基本保持中性看法。上游冶炼企业看好铜价主要是从供应面来看，预期 18，19 年供应相对偏紧，现在的
期货合约和一年后合约价差 2000 元，已经反应了市场预期。由于矿山供应增长弱于冶炼产能增长，18 年长单
加工费有可能继续下调。下游一些企业不看好未来铜价，主要是国内城镇化进度后面将逐渐放缓，需求增速将
逐渐放缓直至进入负增长。供应方面铜矿山目前盈利状况很好，生产意愿较强。加工企业目前盈利状况很好，
但小企业主要融资渠道收窄，融资成本上升，资金压力加大。民营企业担心国进民退，产能过剩加剧，行业未
来再次洗牌。废铜供应由于受环保政策加严影响，进口受限；国内则因为 90 年代初中国经济起飞，机电和家
电产品使用猛增，到目前逐渐进入更新换代周期，废铜供应预期将增加。

3. 调研纪要
此次参加我的有色调研团队前往江西省（鹰潭地区为主）进行铜产业链调研，旨在深入了解铜产业链内各
企业实况和对铜基本面、价格走势看法、观点等。此次调研的企业包括：

（1） 某大型铜材加工企业 A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由国内某上市冶炼企业和美国一家铜材加工企业合资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
册资本 45360 万元，2017 年产能 2 万吨/年。公司主要生产锂电池箔、高温高延铜箔(HTE)、超低轮廓铜箔
(VLP)、反面处理铜箔（RTF）
、挠性应用铜箔（FCF）等高档铜箔，铜箔厚度从 8 微米～160 微米不等，产品
最大幅宽 1300mm，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镀锌、双面粗化等加工处理，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远销东南
亚、欧美等国际市场。
企业状况和观点：2016 年铜箔是 10 年以来最好的一年，企业毛利达到 60%，属于非常规的表现，
2017 年已回归到常态，上半年比去年是差的，下半年应该还是比去年差；目前铜箔行业前景并不好，企业竞
争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资金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很多上市公司，国企或者央企背景的企业都在扩产，导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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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场供应逐步趋向过剩。铜箔全年有 30-40 万吨的需求 ，但现在产能也差不多有 30-40 万吨，因此市场
已经是饱和状态，未来过剩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2）某大型铜材加工企业 B
该企业作为国内最大规模的电镀铜材生产基地，专业生产高品质微晶磷铜球、PCB 阳极磷铜球、磷铜角、
微晶磷铜板、纯铜球、纯铜角、氧化铜粉及仿金板等系列产品，目前年产能达 1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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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状况和观点：目前公司在磷铜球行业当中，位居第一，预计 2017 年产值 30 亿元，上半年 16 亿元，
下半年 14 亿元。企业今年订单增长 100%，主因市场淘汰了一部分中小型企业，部分订单流向了该企业。企
业一是规模大，品牌好，客户信任他们，二是企业损耗能做到 3%，其他竞争对手基本 5%，给客户节省成本。
采购方面，企业分国内采购和进口；国内年采购铜杆 2 万吨/年，其余主要以进口为主，自身开信用证，不
过进口部分相对比较少，主因船期太长。
行业方面，整体行业并未有增量，终端客户和铜箔客户相对一致，几乎都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等；这
个行业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增长点，因此每年基本都是做老客户为主，增量很小，今年也是一样。目前行业当
中，资金面比较紧张，现在账期有 30/60/90 天，至少都是 30 天，因此会有很大的资金压力，今年银行缩紧银
根，对企业影响很大，对行业影响更大。

（3）某中小型铜材加工企业 C
该公司主营业务铜杆和裸线；铜杆又分废铜制杆和电铜制杆；铜业公司废铜制杆产能 4-5 万吨，且电铜制
杆同样 4-5 万吨，公司总产能 10 万吨。另外 2017 年新增裸铜线产能 2-3 万吨，投资总额在 700-800 万元。
企业状况和观点：目前鹰潭市政府在收税方面确实有一些政策；废铜行业，首先是国家的退税政策，但主
要对象是进口废铜；其次是鹰潭当地退税政策，增值税的 50%返还，50%当中的 40%归个人，10%归政府。
不过公司也强调，目前政策风险也是比较大，有可能一两年之后就会有变化，甚至取消。
鹰潭市自 2016 年行情好转，加上政策补助之后，新增铜杆产能较快，据了解，目前有 30 台废铜制杆炉子
需要上线，每台炉子 5000 吨/年产能，有近 15 万吨的产能在 2017 年投产，因此以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4）某中小型铜材加工企业 D
该公司主要做拉丝铜线和镀锡线，产量各占一半。其中镀锡线可用在海上电线，手机充电器，以及环境恶
劣的地方，其特点是耐腐蚀性强。2017 年裸铜线 1.1 万吨，镀锡线 1.1 万吨，总产能 2.2 万吨。公司毛利率：
裸铜 5%，镀锡 10%。 生产：过去三年每年都是 30%的增长，今年继续扩产 30%。公司常年保持铜库存 400600 吨，库存包括原料、在制品库存和成品库存，因此铜价波动对公司的产值有较大的影响。
企业状况和观点：公司为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处于下行周期，业务增长放慢，但还在增长中。公司主要业
务在珠三角，其销售占珠三角的 20%。珠三角地区有许多台资、港资企业由于人工成本较高而撤离，这成为内
地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因此其业务增长主要来自于原有企业在内地市场份额的出清，预计今年业务增长
10-15%。
前景：往附加值高的行业转型。公司生产的铜包钢产品，成本降了 70%，虽然销售价格也有下降，但利润
率却增加了 20-25%。铜包钢易于传递信号，主要用于鼠标连接线，一个月是几十吨的用量。裸铜线、镀锌线
行业相比铜杆行业表现较好，在铜杆行业还在苦苦吃撑的时候，裸铜线行业开始逐步转型至行业附加值更高的
产品包括铜包钢等，今年市场需求增长幅度明显在萎缩，因此企业在未来主要考虑转向其他附加值高的产品，
传统的工艺以及产品的份额将会缩减。

（5）某大型铜杆线企业 E
简介：公司生产产品主要是电铜制杆，美国南线设备，一年产能 22 万吨；2015 年公司成立，2016 年设
备点火，2017 年产量有望达到 17 万吨。目前公司产品分 ABCD 四大等级，实际值是细微的质量差距，当然
价格有一定的差价；铜杆产品销往除江西以外的市场，区间范围在 500K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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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状况和观点：目前铜价还没有到底，意味着市场洗牌并未结束，在铜价 3.8 万以下的时候，已淘汰一
批，因此价格可能还会继续大跌一次，再淘汰一批制杆企业。目前整个全国用进口连铸连轧设备产能大概有 700
万吨左右，而用国产的连铸连轧大概有 300 万吨左右，加上上引法 200 万吨左右，因此全国一共有 1200 万吨
的铜杆产能。
（国内产能按照 300 天每年，国内是 330 天）。

（6）某中小铜材加工企业 F
简介：公司总部在温州，1987 年成立；2000 年的时候，来江西贵溪，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是铜排、铜棒和
型材，公司涉及总产能 3 万吨/年，不过 2017 年为 2 万吨，其中铜排 1.0 万吨，铜棒 0.6 万吨，型材 0.4 万
吨；产品主要用于配电柜等，延伸下来是基建和建筑行业，因此国家的正常以及房地产的变化对公司的订单有
很大的影响；不过长期以来，公司基本都是老客户长单为主，本身合作时间也长，对订单方面没有什么影响。
库存：一般情况公司不会有额外库存，只有安全储备库存，一般是 1-2 天的时间，不过由于成品库存较多，
公司资金压力依然比较大。
公司状况和观点：全年来看 4-5 月是淡季，其余基本上正常。2017 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增长 40%，表现较
好；下半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并且订单稳定，铜价波动对我们影响不大。公司在采购原料方面，会有套期保
值，一般套 2/3；因下游客户有 30-90 天账期，至少都是 30 天账期，对资金和价格都有一定的影响。

（7）某中小铜材加工企业 G
简介：总部在温州，来鹰潭已有 10 年；公司一开始来鹰潭主要生产铜杆，目前主要生产高精密板带，月
产能 3000 吨，年产能 3 万吨左右，这是一期工程；2018 年有二期工程，全部投放之后总产能有 8 万吨左右。
公司原料 1/4 是电解铜，来自江铜；3/4 是废铜，从各地区采购和进口。
公司状态和观点：上市公司，在行业内实力比较强；近年来，行业内不少中小型企业出现倒闭现象，其中
不少市场份额流入到我们公司，因此我们企业表现不错。但行业表现没有企业那边好，相对比较稳定。虽然不
少电子企业都开始离开中国，但原材料依然来自我们国家，所以需求方面不受影响。人力成本增加是整个全国
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我们对未来的前景表示担忧，随着近几年来的自然淘汰，剩下的行业类企业都是非常有
实力的，特别是一些国企和上市公司，未来竞争非常激烈；而竞争主要的核心是资金实力，因为现在企业为了
得到更多的订单，基本上都给客户放账期，有的 10-30 天，有的甚至是 3-4 个月，因此后期竞争的核心就是资
金情况。

（8）某废铜拆解企业 H
采购和销售：来料主要是拆线，大部分都是紫铜，六、七类废料都可做，但现在主要是七类当中的废电线。
原料来自欧美和日本，不过近年来美国的废铜供应在减少。公司目前的采购全部是进口，但也在关注国内的废
铜供应市场。采购定价是 SHFE 市场盘面点价，供应商谈倒扣价（负数），加工费 200-600 美金/吨不等。产成
品主要供给江铜，若现货市场价格有吸引力可以考虑外卖。
业务：公司 2017 年产能是 6 万吨，但从 2012-2017 年处理了 11 万吨，年均 2.0 万吨，2017 年上半年
处理进口废铜 1.0 万吨，下半年预计处理 1.0 万吨废铜量，总量依然在 2 万吨左右，产量未跟上，主要原因铜
价从 2012-2016 年持续下跌，导致废铜市场持续低迷；另外是鹰潭地域有些劣势，比如不靠近港口。
公司状况和观点：江铜拆解能力当时设定一期 10 万吨（2012 年 10 月正式投产）
，二期在 20 万（未投
放）
，一共 30 万吨，不过二期处于建设当中，而一期也由于公司及市场的原因并未满产，目前企业对废铜市场
不太乐观，铜价持续走低，将会使废铜市场更加萧条，同时废铜价格偏低会使国内失去进口废铜的兴趣，从这
点看，今年废铜市场依然不容乐观，但从政府政策看来，国内对回收行业非常重视，前景较好，只是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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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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