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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周工业品集体下跌，文华工业品指数周度跌幅 3.79%，为连续第三周下跌。
市场担忧中国房地产、基建投资增速趋缓，工业品需求减弱。中国环保形式仍然
严峻，供应侧改革去产能在前期将多个工业品价格带到近几年高位后，因下游、
终端消费同样受到环保压力上升影响而减少生产活动，市场将焦点转向需求端。
美联储宣布从 10 月开始缩表，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亦令市场信心受挫，避险
情绪升温。从铜的基本面看，上半年此起彼伏的供应中断事件影响逐渐转弱，矿
山供应恢复性增长，铜精矿现货 TC 继续上涨。本周 LME 库存继续上升，但升势
较上周放缓，注销仓单占比下降，现货较 3 月期货贴水一度扩大至 50 美元/吨以
上，创 2009 年以来新高。国内现货市场现货价格在跌至 50000 元/吨附近后，下
游和贸易商备货积极，为国庆长假相应准备，上期所交割仓库库存下降。整体上
看，供应仍未显紧张。随着市场对工业品价格走低的接受程度加强，多头高位主
动撤离迹象显现。但全球制造业仍处扩张阶段，铜价下行空间受限。随着国庆长
假来临，多空都将谨慎，本周或将波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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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铜价上周震荡偏弱。周初铜价在铅锌带动下止跌反弹，之前因 8 月基建投资明显回落，市场担忧府稳增长
逐步撤退，铜价自高位回落。周四、周五因房地产、基建投资增速趋缓，工业品集体走弱，美联储宣布从 10
月开始缩表，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市场信心受挫，铜价跌破 50000 元/吨的支撑。上周伦铜收于 6476.5
美元/吨，下跌 0.18%。上周沪铜指数截止到周五日盘收于 49800 元/吨，下跌 1.48%，截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50410 元/吨，下跌 0.26%。
2、 行业信息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8 月铜产量同比增 0.8%，至 749,000 吨。



据外电 9 月 15 日消息，赞比亚矿业协会报告称，保守估计，今年年底赞比亚铜产量料增至 80 万吨。而
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产量预估，赞比亚政府的产量预估则为接近 85 万吨。2016 年该国铜产量已增至 76.2
万吨。



由于逆周期调控和地方举债监管，8 月财政支出增速继续明显回落，并最终带来 8 月基建投资明显回落。
基建下滑源于政府稳增长逐步撤退；环保限产主要影响高耗能行业工业增加值与产量同比普遍回落。此外，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地方举债问责，也对基建投资带来收紧影响。



根据 SMM 调研，受天津全运会影响，在会议期间天津港口积压了 4000 多箱废料（20 吨/箱）
，其中 1/3
是废铜，共影响废铜进口约 3 万吨，全运会结束以后，废铜供应逐步有所好转。但是从长远来看，天津市
场由于环保查询严格，80%的废料拆解厂处于关停状态，环保部已将拆解厂未使用的环保批文全部收回，
预计未来天津市场的七类废铜进口量将出现较大幅度收缩。



美国 8 月新屋开工稳定，营建许可创 2017 年以来次高。美国 8 月新屋开工 118 万单元，略高于预期 117.4
万单元；但因 7 月新屋开工数值修正，美国 8 月新屋开工环比减少 0.8%，增长也不及预期。由于公寓住
房营建许可大幅上升，美国 8 月营建许可环比增加 5.7%至 130 万单元，高于预期 122 万单元。



利马 9 月 19 日消息，秘鲁能源矿业部长 Cayetana Aljovin 周二称，到 2021 年秘鲁铜产量将超过 300
万吨。去年秘鲁铜产量为 235 万吨，秘鲁是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国。Aljovin 称，政府致力于增加矿业勘探
投资。



一如市场所料，北京时间 9 月 21 日凌晨，美联储保持当前利率不变，宣布从今年 10 月开始缩减 4.5 万亿
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多数联储高官预计今年还有一次加息，意味着 12 月仍可能加息。新闻发布会上，
耶伦重申渐进式加息步调，但表示若通胀持续低于联储目标，将调整货币政策；除非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否则不会调整缩表；仍致力于做完这届任期，对下届任期拒绝置评。



伦敦 9 月 20 日消息，国际铜业研究小组(ICSG)在最新的月报中称，今年 6 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70,000 吨，5 月为短缺 50,000 吨。今年前 6 个月，铜市供应短缺 75,000 吨，上年同期为供应短缺 405,000
吨。ICSG 表示，6 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196 万吨，消费量为 203 万吨。中国保税仓库铜库存为供应短缺
102,000 吨，5 月为短缺 87,000 吨。



安徽铜陵出台的文件中着重强调：实施重点废气排放企业限产、停产。超常规措施实施阶段，全市范围内
的水泥、有色金属冶炼、钢铁（球团）
、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严格落实限产 30%措施。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全球铜市供应短缺 19.1 万吨，
2016 年全年为短缺 10.1 万吨。今年 7 月全球铜消费量为 204.45 万吨，1-7 月为 1,379.0 万吨，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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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1,377 万吨。中国前 7 个月表观消费同比减少 7,600 吨至 673.7 万吨，且占到全球需求仅位于 49%
下方。


据 SMM 了解，今日 CSPT 小组在上海就四季度 TC/RC Floor Price 召开会议，敲定四季度 TC/RC Floor
Price 为 95 美元/吨 9.5 美分/磅，较三季度 TC/RC Floor Price 86 美元/吨 8.6 美分/磅上涨。



21 日，标普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 AA-调整为 A+，短期债评级由 A-1+调整为 A-1，展望由负面调
整为稳定。这是自 1999 年以来，标普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标普对调整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解释称，
中国长时间的强劲债务增长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但是在未来三到四年中，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
增长，财政状况将会持续改善。



国务院通知称，从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第一次是在 2007 年底。本次普查
范围包括：工业、农业及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欧元区、德国、法国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均创下 77 个月来新高，分析师对欧洲经济前景看好。欧元区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58.2，超预期 57.2 和前值 57.4。欧元区 9 月服务业 PMI 初值 55.6，高于预期 54.8
和前值 54.7，创 4 个月新高。欧元区 9 月综合 PMI 初值 56.7，高于预期 55.6 和前值 55.7，创 4 个月
新高。



9 月 22 日晚到次日凌晨，重庆、南昌、南宁、长沙先后发布楼市限售新政。重庆和南昌要求，新购住房
取得不动产权证满两年后才能上市交易；南宁限售两年针对二套及以上住房；长沙要求购房满三年方可交
易；石家庄曾传出首次推出长达八年限售举措的消息；西安还发布了商品房价格调控通知。



9 月 22 日证券日报在头版刊评称，8 月的缩表是财政存款减少下的被动缩表，中国央行不会跟风美联储缩
表；中性货币政策之下，接下来会继续温和地推进金融去杠杆；在目前的背景下，谈论降准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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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一、上期所交割仓库库存总量下降，8 月国内精炼铜产量环比略增
截止到 9 月 22 日当周，上期所库存量比上周减少 2.54 万吨至 14.1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1.05 万吨。
同期 LME 库存增加 0.47 万吨至 30.91 万吨，
比去年同期低 4.78 万吨，
COMEX 仓库库存增加 0.20 万吨至 17.55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出 11.16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减少 1.88 万吨，达到 62.59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7.43
万吨。上海保税区的铜库存则下降了 0.9 万吨至 50.87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0.13 万吨。
中国国家统计局 9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8 月精炼铜产量为 74.9 吨，同比增加 0.8%，环比增加
2.18%。
中国 1-8 月精炼铜产量为 584 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加 6.2%。
中国 8 月铜材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5.9%，
至 180.1 万吨。1-8 月累计产量 1395.9 万吨，同比增加 7.1%。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 月国内铜选矿产量同比
增加 5.83%至 16.26 万吨。1-7 月累计产量 103.21 万吨，同比增加 0.04%。
上周上海现货铜市场升贴水在交割后升水下降，但是随着期铜价格下跌，下游节前备货需求增加，后期升
水缓步上移。周五洋山铜溢价均值周环比上升 2 美元/吨至 66 美元/吨。同时 LME 现货对 3 月电子盘期货仍呈
contango 结构，贴水一度扩大至 50 美元以上的 2009 年以来新高，随后收窄至 40 美元/吨附近。上周沪伦
比值继续回升至 7.8，主因在人民币兑美元继续贬值。上周进口窗口间或打开，保税区库存下降。截止到 9 月
9 日，CFTC 非商业净多持仓下滑至 3.26 万手，创 8 月 8 日以来新低。
伦敦 9 月 20 日消息，国际铜业研究小组(ICSG)在最新的月报中称，今年 6 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70,000 吨，5 月为短缺 50,000 吨。今年前 6 个月，铜市供应短缺 75,000 吨，上年同期为供应短缺 405,000
吨。ICSG 表示，6 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196.4 万吨，同比增加 2.56%。1-6 月累计产量为 1157.3 万吨，同比
增加 0.69%。6 月全球精炼铜消费量为 203.4 万吨，同比增加 0.69%。1-6 月累计消费量为 1164.2 万吨，同
比下降 2.11%。
6 月全球矿山产量为 168 万吨，
同比减少 1.93%。
1-6 月累计产量 966.1 万吨，
同比减少 2.11%。
中国保税仓库铜库存为供应短缺 102,000 吨，5 月为短缺 87,000 吨。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9 月 20 日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全球铜市供应短缺 19.1
万吨，2016 年全年为短缺 10.1 万吨。今年 7 月全球铜消费量为 204.45 万吨，1-7 月为 1,379.0 万吨，上年
同期为 1,377 万吨。中国前 7 个月表观消费同比减少 7,600 吨至 673.7 万吨，且占到全球需求仅位于 49%下
方。欧盟 28 国产量同比增加 8%，且需求为 204.9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0.5%。WBMS 并称，今年 7 月全
球铜产量为 195.96 万吨，前 7 个月累计为 1,360 万吨。1-7 月全球矿山产量为 1,190 万吨，较上年同期小幅
增加 0.1%。1-7 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1,360 万吨，同比增长 1.2%，其中中国产量显著增加 3.48 万吨，而智
利产量减少 1.68 万吨。
二、地产调控加强，房地产市场对家电、汽车行业的带动作用减弱
9 月 22 日晚到次日凌晨，重庆、南昌、南宁、长沙先后发布楼市限售新政。重庆和南昌要求，新购住房
取得不动产权证满两年后才能上市交易；南宁限售两年针对二套及以上住房；长沙要求购房满三年方可交易；
石家庄曾传出首次推出长达八年限售举措的消息；西安还发布了商品房价格调控通知。
去年 930 开启了这轮调控，然后今年 3 月份来一波，而今才只过去了半年，又来一波。最近，全国各地都
在严查消费贷，要求提供消费发票等，严防资金用于买房。因为去年房贷放得太猛了，今年各大银行的房贷都
有所收紧，许多地区分行额度都接近用完，于是房贷利率又普遍上调，且申请获批进度缓慢。融 360 数据显示，
1-8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八连升”
，升至基准利率的 1.04 倍，全国 533 家银行中 90.8%不再提供优惠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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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商业银行明确提高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 5%至 10%成主流预计对
加杠杆买房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
8 月份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1454.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0.69%。其中一线城市下降 53.2%，二
线城市下降 37.6%，三线城市下降 37.7%。易居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9 月上半月，所监测的 50 个典型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减少 34%。其中，一线、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跌幅分别达 59%、
32%。
根据产业在线的数据，8 月份我国家用空调产量 1175 万台，同比增长 30%，比上月回落 17.1 个百分点。
8 月销量 1200 万台，同比增长 29.8%，同比增速比上月回落 22.6 个百分点。某大数据分析研究机构认为，今
年上半年，家用空调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市场需求的提前释放，这无疑是在透支了未来需求。随着房地产市场
调控加强，预计未来对家电市场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减弱。
三、9 月欧美制造业 PMI 双升，全球经济仍稳健成长
研调机构 IHS Markit 周五公布美国与欧元区的 9 月制造业採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美国就从 8 月
的 52.8，上升至 53.0，创 2 个月新高。欧元区则从 8 月的 57.4 上升至 58.2，创 79 个月来新高。Markit 的
专家认为美国经济仍在强健成长当中，欧元区经济更可望在年底前进一步成长。
中国 9 月官方制造业 PMI 目前预测值为 51.8，前值 51.7。国家统计局将在 9 月 30 日公布官方数据，而
届时国内期货市场将因国庆长假而提前休市。
2、交易策略和建议
本周工业品集体下跌，文华工业品指数周度跌幅 3.79%，为连续第三周下跌。市场担忧中国房地产、基建
投资增速趋缓，工业品需求减弱。中国环保形式仍然严峻，供应侧改革去产能在前期将多个工业品价格带到近
几年高位后，因下游、终端消费同样受到环保压力上升影响而减少生产活动，市场将焦点转向需求端。美联储
宣布从 10 月开始缩表，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亦令市场信心受挫，避险情绪升温。从铜的基本面看，上半
年此起彼伏的供应中断事件影响逐渐转弱，矿山供应恢复性增长，铜精矿现货 TC 继续上涨。本周 LME 库存继
续上升，但升势较上周放缓，注销仓单占比下降，现货较 3 月期货贴水一度扩大至 50 美元/吨以上，创 2009
年以来新高。国内现货市场现货价格在跌至 50000 元/吨附近后，下游和贸易商备货积极，为国庆长假相应准
备，上期所交割仓库库存下降。整体上看，供应仍未显紧张。随着市场对工业品价格走低的接受程度加强，多
头高位主动撤离迹象显现。但目前全球制造业仍处扩张阶段，铜价下行空间受限。随着国庆长假来临，多空都
将谨慎，本周或将波动减弱。本周操盘方面节前多看少动，伦铜下破 60 日均线前暂以区间震荡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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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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市场升贴水和洋山铜溢价

数据来源：SMM wind 东吴期货
沪铜、伦铜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我的有色网 东吴期货
沪伦比值及进口盈亏走势图

数据源：wind 东吴期货
CFTC 非商业净持仓（截止到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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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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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SG 全球矿山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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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
中国铜材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ICSG 全球精炼铜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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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G 全球精炼铜消费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 东吴期货

ICSG 全球供需平衡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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