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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铜上周三在中国明年底禁止 7 类废铜进口的消息推动下，大幅上涨，伦铜触
及 6400 美元/吨，收盘创 2015 年 5 月以来新高。但是市场对上述消息对中国铜
供应的实际影响不断向下修正后，铜价并未明显走弱，显示推动这波动价上涨的
因素并不仅仅是中国限制废铜进口这一政策，而是还受其他基本面因素的支撑。
中国上半年表观消费量下降，但实际上铜的终端消费各个领域基本上都是呈正增
长，因此供应链内企业在消耗掉部分隐形库存后，下半年有补库需求，资金或逼
迫国内下游企业在价格高位补库。从加工企业的开工率来看，和去年同期比没有
明显下降。国内电网投资完成额增速在加快，电线电缆下半年订单需求乐观。国
内经济目前仍稳定扩张。上半年我国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 10%，发电量同比增长
6.3%，显示我国实体经济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复苏强劲。从整个国内宏观环境来看，
近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后，资金面在进一步放松，经济发展稳定，因此下半年
铜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供应方面受年内超预期的供应干扰事件影响，以及矿
山品味下降，矿山新增产能有限影响，未来一到两年预计供应偏紧，一些机构长
期看好铜价。因此短期内铜价向下空间有限，涨势或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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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铜价上周强势上涨。在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复苏强劲，铜需求稳定，美元走弱的推动下，在中国明年末将禁
止进口废 7 类废铜消息刺激下，铜价强势上涨。伦铜创 2015 年 5 月以来新高，一度触及 6400 美元/吨。上周
伦铜收于 6344.5 美元/吨，涨幅为 5.79%。上周截止到周五日盘沪铜指数收于 50250 元/吨，上涨 4.23%，截
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50380 元/吨，收涨 4.49%。
2、 行业信息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6 月精炼铜进口量 271444 吨，同比下滑 11.07%，出口量 29013 吨，
同比下滑 31.89%。1-6 月累计精炼铜进口量 1543602 吨，同比下滑 25.67%。1-6 月累计出口量
170119 吨，同比下滑 16.22%。



7 月 2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扩张继上个月出现放缓后，本月再次失去加速动力。欧元区 7
月综合 PMI 下跌至 6 个月低点，数据显示虽然三季度经济仍将稳定复苏，但经济扩张步伐正在放缓，
或将导致德拉吉回避结束量化宽松的明确承诺。



IMF 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 0.1 和 0.2 个百分点至 6.7%和 6.4%。IMF 经济学家称，
中国经济正经历再平衡过程，但信贷快速增长可能使经济面临下行风险。IMF 认为中国如果不能继续
重点解决金融部门风险、控制信贷过度增长（主要是通过收紧宏观审慎政策），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
急速减缓，并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信心渠道对其他国家造成溢出效应。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张峰：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工作稳步推进。钢铁去产能加快推
进，前 5 个月完成全年化解过剩钢铁产能任务的 84.8%，6 月底全面完成取缔“地条钢”任务。电解
铝、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取得积极进展。



资方及工会表示，智利铜矿商 Antofagasta 与其 Zaldivar 矿场的工人已签署了薪资协议，罢工威胁
得以避免。工会在声明稿中称，合同将从周二起生效，公司方面表示，合同将持续三年时间。



7 月 25 日欧洲时段，欧元兑美元升破 1.17 关口，再创 2015 年 8 月以来新高 1.1706；美元指数再创
2016 年 6 月以来新低 93.66；近日特朗普“通俄门”持续发酵，特朗普新医改受挫，美联储年内再
度加息预期降温，欧洲央行秋季立场可能转鹰，多重因素打压美指、提振欧元兑美元。



外媒 7 月 25 日消息，美国自由港迈克墨伦铜金矿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周二称，近来在
解决旗下位于印尼的 Grasberg 矿纠纷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但如果不能达成长期协议，则仍将寻求仲
裁。



马达，散装废五金将禁止进口，六类废铜废铝不在禁止范围。经与再生分会确认，2018 年底将禁止
“废 7 类”进口。



欧洲央行管委 Nowotny 称，欧央行已开始讨论收紧货币，今秋将拿出一个决定，从明年 1 月起缩减
QE 是“合理”的，并警告负利率风险。他讲话期间，欧元对美元开始走高，此后随着美联储会议声
明发布，刷新两年半以来高位。



美联储发布 7 月 FOMC 会议声明，联邦基金利率维持 1%-1.25%区间不变，宣布“相对迅速”启动
缩表，均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声明承认核心通胀今年以来疲软，但重申在中期回升至 2%的信心，对
家庭开支增速也更为看好。



美国 6 月新屋销售年化总数 61 万户，继 3 月所创 64.2 万的九年半新高之后，继续站在 200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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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的次高位。新屋售价中位值为 31.08 万美元，同比回落 3.3%。生产材料价格上涨及熟练技工
匮乏，限制了未来销售增长的空间。


智利铜矿商 Antofagasta 称，该公司上半年铜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7.1%，其二季度的黄金和铜产量
也都增加。预计 Antofagasta 今年的铜产量为 68.5-72 万吨之间，现金净成本料为每磅 1.30 美元。



中国 6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19.1%，增速比 5 月份加快 2.4 个百分点。1-6 月份，全国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6337.5 亿元，同比增 22%，增速比 1-5 月份放缓 0.7 个百分点。



英美资源二季度铜产量 14.42 万吨，同比下滑 2%，上半年铜产量 29.07 万吨，同比下滑 3%。主要
由于 El Soldado 矿山一度暂停运营，El Soldado 矿山二季度产量同比下滑了 13%，4 月底该矿山已
恢复生产。英美资源维持 2017 年铜产量计划为 57-60 万。



从统计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货运量达到了 217.1 亿吨，同比增长 10%，为今年以来累计的最高
增速，高于一季度的 9.3%。这也是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嘉能可周四称，该公司上半年锌产量为 57.08 万吨，同比跳增 13%，主因 Antamina 矿山的增产，
以及整体投资组合的稳定表现。铅产量为 13.92 万吨，同比下降 4%。上半年铜产量同比下降 9%至
64.29 万吨。上半年镍产量为 5.12 万吨，同比降 10%，主因 Murrin 和 INO 矿山的定期维修，部分
抵消了 Koniambo 矿山的增产。



美国 6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上涨 6.5%，预期上涨 3.70%，继上个月创去年 11 月以来最大降幅后，终
迎反弹，飞机订单的大幅增加为主要的驱动因素；但核心耐用品订单不及预期，二季度美国经济从设
备支出获得的助推将小于一季度表现。



五矿资源(01208)公布二季度生产报告，生产电解铜约 3.55 万吨，同比减少 6%；铜精矿产量约 10.74
万金属吨，
同比增加 23%。
受 Las Bambas 及 Kinsevere 矿山强劲产量带动，铜产量达到 142,876 吨。
Las Bambas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实现商业化生产后，12 个月共生产铜精矿含铜 430,054 吨。MMG
预计 2017 年 Las Bambas 将生产铜精矿含铜 420,000 至 460,000 吨，
C1 成本在 0.95 美元至 1.05
美元/磅之间。



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Cochilco）周四表示，预计 2017 年全球铜均价为每磅 2.64 美元，略高于之
前预期的每磅 2.60 美元，这主要得益于中国需求增加。预期智利 2017 年铜产量约为 560 万吨，较
前一年增加 0.8%，大体与之前 4 月的估值一致。预期 2018 年智利铜产量将增至 590 万吨。



全球头号铜生产国--智利 6 月铜产量为 453,161 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5.7%，因天气相关的停工、工
厂维修以及矿石品位下滑影响。月初之际的强降雨迫使一些矿山暂时中断生产。上半年总产量 256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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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一、全球显性库存持稳，市场预期后期供应偏紧
截止到 7 月 28 日当周，上期所库存量比上周增加 0.6 万吨至 17.88 万吨，比去年同期多 1.33 万吨。同期
LME 库存减少 0.61 万吨至 30.06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9.11 万吨，COMEX 仓库库存增加 0.2 万吨至 15.51 万
吨，比去年同期高 9.58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减少增加 0.2 万吨，达到 63.45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0 万吨。上周期铜价格大幅上涨后，下游买需受抑，现货贴水扩大。上周保税区库存减少 1.2 万吨至 53.67
万吨。上周进口盈利窗口仍然关闭，洋山铜溢价小幅持稳在 72 美元/吨。LME 库存持续小幅下降，LME 现货
对 03 电子盘掉期溢价均价贴水在 30 美元附近徘徊。
7 月 24 日，
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 6 月精炼铜出口 29013 吨，同比降 31.89%，
1-5 月精炼铜累计出口 170119
吨，同比降 16.21%。
；中国 6 月精炼铜进口 271444 吨，同比降 11.1%，1-6 月精炼铜累计进口 1543602 吨，
同比降 25.7%。6 月废铜进口 33.98 万吨，同比增 23.65%，1-6 月累计进口 185.21 万吨，同比增加 18.68。
前 6 个月，我国精炼铜累计进口大幅下滑。同时国内铜精矿进增速也大幅下滑，从去年同期的 33.1%下降
至今年的 3.6%。一些机构预测秋季旺季到来前国内有补库需求。
二、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实体经济复苏强劲，铜需求预期稳定增长
7 月 27 日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 6 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表现喜人，同比增长了 19.1%，比 5 月份高出 2.4
个百分点。1-6 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6337.5 亿元，同比增 22%。6 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重回增
长，同比增长 16.3%至 2.99 亿吨，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15.3%。用电量方
面，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2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5%，高于 5 月 5.1%的同比增速。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95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新增信贷方面，央行数据显示，6 月新增人民币
贷款 15400 亿，高于预期的 13000 亿和前值的 11100 亿。其中，委托贷款减少 33 亿元，信托贷款则大幅增
加 2465 亿元。至此克强指数三大指标整体呈现回暖格局。6 月克强指数为 13.33，在连续 3 个月下降后再度
转为增长。日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总结称，上半年保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
三、内外需增长强劲，白色家电产销两旺
产业在线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6 月家用空调生产 1391 万台，同比增长 44.8%，销售 1414 万台，同
比增长 41.4%。上半年我国家用空调产销分别增长 35.34%、36.7%。来自第三方市场监测机构的意见，普遍
认为 18 冷年零售市场将会下跌，同比跌幅在 7%-15%之间。同时，一些空调企业却认为，18 冷年市场还将继
续上涨，当然涨幅应该在 2-5%之间。然而来自上游压缩机、电机等空调供应商的意见，则是认为空调市场还
将在高位维持稳增长的阶段，增幅不会大，但肯定不会下跌。来自下游空调经销商的意见，包括京东、天猫、
苏宁等大零售商、以及大量的区域大卖场经销商，超过六成认为空调市场还能增长，发展空间重点在更新换代
和城镇市场新增。
产业在线统计数据显示，6 月冰箱总产量为 690.3 万台，同比增长 3.8%，环比增长 2.7%；总销量为 718.8
万台，
同比增长 3.7%，
环比增长 1.8%；
本月库存 325.9 万台，与上月相比下降 8%,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4.6%。
内外销来看，冰箱出口量为 325.1 万台，同比增长 15.8%，环比下降 4.1%；冰箱内销量 393.7 万台，同比下
降 4.5%，环比增长 7.2%。
2017 年 6 月，洗衣机产销量分别达到 446.5 万台和 446.0 万台，同比增长 14.8%，环比略有下滑。与前
几年的跌宕起伏相比，2017 年 6 月是 2013 年同期以来产销最好成绩，环比变化主要因为季节特征引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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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涨则来自市场需求好转。6 月内销出货 278.5 万台，同比增长 9.7%；出口 167.5 万台，同比增长 24.5%，
环比 5 月和 4 月也均有上涨。分市场来看，内销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线上渠道快速发展对市场拉动作用更大；
本月出口表现较好，主力企业出口量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全球经济好转为消费提供了积极动力，欧洲市场英国、
俄罗斯等需求旺盛。
四、明年底 7 类废铜禁止进口，但预计影响有限
7 月 25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分会已接到通知，明年底废五金包括废电线、废电机马达，散装
废五金将禁止进口，即所谓的废 7 类。据海关数据统计，2016 年全年我国进口废铜量达 334.8 万吨。其中废
7 类的占比约为 6 至 7 成左右，即 200-235 万吨左右，含铜品味不到 14%，含铜量大概为 30 万吨。考虑到
一些废铜转移到东南亚拆解后作为废 6 类进口和国内废铜市场发展迅猛，国内每年回收增量大概在 10%以上，
上述政策对国内铜的供应实际影响很有限。
2、交易策略和建议
铜上周三在中国明年底禁止 7 类废铜进口的消息推动下，大幅上涨，伦铜触及 6400 美元/吨，收盘创 2015
年 5 月以来新高。但是市场对上述消息对中国铜供应的实际影响不断向下修正后，铜价并未明显走弱，显示推
动这波动价上涨的因素并不仅仅是中国限制废铜进口这一政策，而是还受其他基本面因素的支撑。中国上半年
表观消费量下降，但实际上铜的终端消费各个领域基本上都是呈正增长，因此供应链内企业在消耗掉部分隐形
库存后，下半年有补库需求，资金或逼迫国内下游企业在价格高位补库。从加工企业的开工率来看，和去年同
期比没有明显下降。国内电网投资完成额增速在加快，电线电缆下半年订单需求乐观。国内经济目前仍稳定扩
张。上半年我国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 10%，发电量同比增长 6.3%，显示我国实体经济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复苏
强劲。从整个国内宏观环境来看，近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后，资金面在进一步放松，经济发展稳定，因此下
半年铜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供应方面受年内超预期的供应干扰事件影响，以及矿山品味下降，矿山新增产
能有限影响，未来一到两年预计供应偏紧，一些机构长期看好铜价。因此短期内铜价向下空间有限，涨势或仍
未结束。操盘方面逢回调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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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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伦比值及进口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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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5 日）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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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用空调产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洗衣机产销量走势图

中国冰箱产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wind 东吴期货
克强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精炼铜进口量走势图

据来源： 海关总署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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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
中国废铜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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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炼铜出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 海关总署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wind 东吴期货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东吴期货制作及发布。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
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未经本
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及用于其它用途。

www.dwfutures.com

第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