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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铜期货市场主要是消化 12 月中旬以来快速上涨，铜价出现向下调整。伦
铜自十二月中旬开始，连续三周累计涨幅接近 10%，但同期沪铜跟涨乏力，累计
涨幅 7.13%，期间固然有人民币升值因素，但更多的是国内制造业扩张势头减弱，
且中国进入长达 3 个月的消费淡季。对于中国春节过后的铜消费前景，市场仍有
疑虑。在中国加大去杠杆力度背景下，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劲消费是否能持续下
去充满不确定性。沪铜部分多头选择逢高减仓，落袋为安。但从全球来看，制造
业加速扩张，经济向好的趋势不变，通胀压力有上升迹象。铜目前仍以趋势向上
来看待，向上的节奏和强度受中国需求预期的制约。期间调整过程中关注逢低买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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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上周铜价下跌。上周为 2018 年第一周，虽然公布的中美欧数据延续向好，但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持续
上涨三个月后，内盘显得跟涨乏力。年末沪伦比值持续下降，进口亏损扩大至 1500 元/吨以上，显示国内基本
面暂不支持铜价如此快速上涨。期间铜价虽然在中国第一、二批进口废七类铜同比大幅下降利好推动下出现阶
段性上涨，但沪铜多头逢高减仓导致涨势难以维系，最终周度环比仍下跌。上周 LME 三个月期铜收于 7118
美元/吨，周度跌幅 1.84%。沪铜指数截止到周五日盘收于 55130 元/吨，收跌 1.06%；截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54690 元/吨，收跌 1.86%。
2、 行业信息


12 月 29 日消息，智利政府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智利 11 月铜产量为 505,658 吨，同比增加 4.8%。 智
利是全球头号铜生产国。今年 1-11 月智利铜产量为 504.5 万吨。



2017 年以来，铜陵有色金威铜业公司坚持走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路线，开拓附加值高的优势产品和高
端产品市场。2017 年前 11 个月，生产产品产量 43807 吨，增长 19.1%；销量 43286 吨，增长 19.3%，
公司产销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月 2 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 PMI 51.5，预期 50.7，前值 50.8。这显示虽然中国制造
业改善幅度尚小，但是运



行得到进一步改善。新订单增长强劲，产出与出口销售也都加速增长，带动制造业采购增速升至为 4 个
月以来最高。



1 月 2 日消息，自由港麦克莫伦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发言人称，自由港印尼公司的临时采矿
许可获准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当前的采矿许可将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到期。



花旗分析师团队认为，有超过 30 份劳动合同将在 2018 年到期，涉及约 500 万吨铜矿供应，其多数为智
利及秘鲁矿场。该团队称，最令人担忧的是 Escondida 矿的劳动合同将于 2018 年 6 月到期，今年早些时
候该矿就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罢工。



1 月 1 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VIA 显示，2017 年 12 月汽车
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7.7%，环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下。这是 2017 中国
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连续 5 个月在警戒线以下。调查显示，多数经销商预计，进入 2018 年 1 月市场
需求将有所下降。2018 年 1 月，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预计汽车销量将下降。因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建议，经销商要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预估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库存水平，以防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
营风险。



据 SMM 了解，1 月份重点空调企业排产环比继续增加，进入 1 月份空调行业仍处生产旺季，空调企业产
量的增加可以带动铜管企业开工水平的提高，预计 12 月铜管企业开工率环比也将呈增长态势。



本周二公布的 2017 年 1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加息可能因为税改来得更快。美联储官员认为，若
通胀因减税而加速回升，可能要加快加息，若通胀仍不能回升到目标，可能要放慢加息。大部分官员支持
循序渐进加息。后美元涨幅扩大，现货黄金跌幅扩大，2 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九年新高。



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年内次高，11 月营建支出创新高。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9.7，连续 16
个月高于荣枯线，代表美国整体经济连续 103 个月扩张，2017 全年均值 57.6，为 13 年最佳。11 月营建
支出环比上涨 0.8%，总额 1.257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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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为 53.9，预期 51.8，前值 51.9。此前公布的官方 12 月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 55.0，环比升 0.2 个百分点。



据 SMM 了解，2018 年中国电解铜内贸长单与 2017 年基本持平。



美国 12 月“小非农”大超预期：就业人数增加 25 万，创 3 月以来新高。有美国“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人数在 2017 年 12 月增加 25 万人，大幅超过前值和预期。黄金随即跳水，美元指数跳升。



产出和就业驱动，欧元区 12 月综合 PMI 终值创近七年新高。欧元区 2017 年综合 PMI 均值 56.4，为 2006
年以来最佳；工业 PMI 则为该项调查开始二十年来的最佳，服务业 PMI 也几乎达到 2007 年以来的最佳
水平。



据 SMM 了解，目前进口粗铜加工费为 180-190 美元/吨，国内加工费为 1300-1400 元/吨，较 12 月环
比小幅下降。



截至本周五上海有色网现货 TC 报 76-85 美元/吨，较上周降低 4.5 美元/吨。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回暖，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在增长。彭博的商品现货指数涵盖 22 种原材料的价格。
而该指数已连续上升了 14 天，周四（1 月 4 日）跃升为自 2014 年 1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 12 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为 55.9，跌至 4 个月新低，10 月前值 60.1 曾创 2005 年 8 月以来最高，主
要受累于新订单下滑至 54.3，创 2016 年 8 月以来最低。



11 月美国工厂环比增长 1.3%，预期 1.1%，10 月增速由-0.1%上修为 0.4%。11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终值
1.3%，10 月为-0.4%。周四公布的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为 2017 年第二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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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SHFE 和 LME 库存延续增长，国内或进入冬季累库阶段
上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连续第三周上涨。其中 LME 铜库存增加 0.21 万吨，至 20.39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9.13 万吨。同期 SHFE 库存增加 1.00 万吨至 16.04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1.12 万吨。COMEX 库存减少 0.03
万吨至 19.12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10.84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增加 1.17 万吨，达到 55.55 万吨，与去年
同期相比高出 0.6 万吨。根据我的有色网的数据，上周上海保税区库存减少 0.8 万吨至 444.87 万吨，比去年
同期高 0.12 万吨。上周市场在跨入新年后资金紧张局面得到缓和，而供应有所收紧，上海现货市场平均升贴
水从年前的近 200 元/吨逐渐收紧至周五的 5 元/吨。外贸市场洋山铜溢价均价小幅下降，周五降至 75.5 美元/
吨。LME 现货掉期仍维持 contango 结构，扩大至 40 美元/吨以上。
上周进口沪伦比值变动不大，进口亏损从年前的亏损 1500 元/吨收窄至千元以内。
。
中国废铜进口批文显示进口锐减，市场忧虑升温
12 月 26 日，2018 年国内第一批限制类废铜进口的批文的公布，进口企业以及进口配额的大幅缩减。2017
年第一批公布的限制类废铜进口批文企业 70 家，进口总量约在 190 万吨；2018 年第一批公布的限制类废铜
进口批文企业只剩下 7 家，进口量不足 12 万吨，缩减量超过了 90%。本次公布的 2018 年第一批限制类废铜
进口批文的 7 家企业全部都在浙江台州，以齐合天地、浙江巨东两家配额量最多。1 月 4 日消息，2017 年第
二批公布的限制类废铜进口批文企业 44 家，进口总量约在 49 万吨；2018 年第二批公布的限制类废铜进口批
文企业 18 家，进口量仅剩 2.59 万吨，缩减量超过了 94%；2018 年第一、二批公布的限制类废铜进口批文，
与 2017 年前两批公布的批文数量相比，企业减少约 70%，进口量减少约 94%。
目前我国已公布前两批建议批准的限制进口类申请明细表，2018 年第一、二批废七类铜进口批文量较
2017 年第一、二批同比大幅下降 94%，1 月 4 日下午开盘沪铜再次应声上涨，虽然 2018 年废七类铜进口量
减少市场并无异议，但前两批的大幅减少并不代表今年全年趋势。主要原因如下：1. 2018 年第一、二批获得
批文的企业除江西格林美外，均位于台州地区，而往年广东、天津进口量并不比浙江少，其他省市或仍处于审
核阶段，后续大概率将陆续公布其他省份的废铜回收企业批文。2. 2017 年第一、二批废七类铜进口批文占全
年总批文量 80%，刚好处于波峰位置。历史来看，每年批准的批文批次以及各批次的批准量并没有一定规律，
因此 2018 年第一、
二批次的量也许只是今年的一个波谷。
3. 从往年公布的建议批准进口量和实际进口量来看，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基本是实际进口量小于建议批准量，在审批趋严下，或许 2018 年建议批准量有所收
缩。
去年中国进口废七类铜含铜量大概在 60-70 万吨之间，如果今年按下降 50%测算，预计影响进口量大概
在 30 万吨左右。
欧美制造业延续强劲扩张，中国守住荣枯线上方
目前全球制造业仍处于加速扩张中，摩根大通 12 月全球制造业为 54.5，创 6 年半新高。欧元区 12 月制
造业 PMI 终值 60.6，创纪录新高。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9.7，连续 16 个月高于荣枯线，代表美国整
体经济连续 103 个月扩张，2017 全年均值 57.6，为 2004 年以来最佳。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1.6，连
续 17 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这一数据不及此前市场预期的 51.7，11 月该数据为 51.8。该指数自去年 10 月份
以来连续 15 个月保持在 51%以上较高水平。中国经济增速低位企稳，制造业扩张动能不如欧美强劲。

www.dwfutures.com

第 4 页

东吴期货研究所
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上周铜期货市场主要是消化 12 月中旬以来快速上涨，铜价出现向下调整。伦铜自十二月中旬开始，连续
三周累计涨幅接近 10%，但同期沪铜跟涨乏力，累计涨幅 7.13%，期间固然有人民币升值因素，但更多的是
国内制造业扩张势头减弱，且中国进入长达 3 个月的消费淡季。对于中国春节过后的铜消费前景，市场仍有疑
虑。在中国加大去杠杆力度背景下，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劲消费是否能持续下去充满不确定性。沪铜部分多头
选择逢高减仓，落袋为安。但从全球来看，制造业加速扩张，经济向好的趋势不变，通胀压力有上升迹象。铜
目前仍以趋势向上来看待，向上的节奏和强度受中国需求预期的制约。期间调整过程中关注中国的逢低买盘。
操作上暂时观望，预计向下调整仍有空间，等待调整到位后逢低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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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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图

数据来源：SMM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进口铜精矿现货 TC 走势

数据来源：SMM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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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wind 东吴期货
CFTC 非商业净持仓(截止到 12 月 5 日)

数据来源：CFTC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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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制造业 PMI 走势图

中美欧 CPI 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 东吴期货
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口走势图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wind 东吴期货

据来源： wind 东吴期货
美国非农薪资增长走势图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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