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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铜价探底反弹，在 6000 美元/吨附近获得支撑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忧
虑有所缓和，同时美元指数从 16 个月高位回落，铜价自周四开始大幅反弹。但预
计铜价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下游需求不振，而全
球经济成长的忧虑仍存。由于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减弱，
而目前来看，虽然政策趋于宽松，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仍以稳杠杆为主。
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数据目前仍显疲弱。本周风险事件密集，
伊朗将迎来美国全面制裁，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成为市场焦点，中国公布 10 月进出
口数据，和通胀数据。目前来看本周铜价或将宽幅震荡，关注风险事件对铜价的
冲击。目前铜价重新回到 10 月的箱体震荡区间，预计暂时震荡整理，突破此区间
或需有待更进一步的消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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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上周铜价探底反弹，呈“V”型走势。在中美贸易战负面影响不断加深背景下，中国 10 月官方制造业 PMI
降至 50.2，创 2016 年 7 月以来新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美元走强亦打压铜价。但随着周四中美首
脑互通电话后，市场对贸易摩擦的忧虑有所缓解，同时美元大跌，铜价顺势反弹。上周伦铜收于 6305 美元/
吨，上涨 1.99%。上周沪铜指数截止到周五日盘收于 49870 元/吨，上涨 0.2%，截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50270
元/吨，上涨 1.04%。
2、 行业信息


媒体称中国或将汽车购置税减半 欧洲汽车股大涨。10 月 29 日，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称，发改委已向高层
提出建议，将 1.6 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由目前的 10%减至 5%。目前方案还未最终确定。



香港新房销售首次大幅下滑 创 16 个月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促使买家退缩的原因是难以负担的房价和
对经济的担忧，虽然开发商曾尝试低定价策略，对房屋销售有短期提振，但如今已不起作用。



巴尔 10 月 26 日消息，嘉能可(Glencore Plc)周五报告称，该公司今年迄今铜产量增加 12%，因旗下位于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Katanga 矿业公司复产。



9 月美国居民的消费强劲，但受飓风佛罗里达影响，季度调整后的收入增速下滑。9 月的收入数据环比 0.2%
的涨幅略低于预期，增速为 2017 年 6 月以来的新低。当月美联储衡量通胀的常用指标之一——扣除食品
与能源部分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增速持平预期和前值。核心 PCE 物价指
数已连续五个月达到联储通胀目标水平 2%。美联储对 PCE 指数密切关注，一旦通胀超过其 2%的官方目
标，加息进程可能会提前。



10 月 29 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确认，将不再需求连任德国总理，其同时将不再竞
选其已经担任 18 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职务。此前，默克尔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关键性的黑
森州选举中惨败。



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8.9%，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2 个百分点，创 6 年来新高。受高温天气
等因素影响，夏季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欧元区三季度 GDP 不及预期 意大利经济增长近四年来首次陷入停滞。北京时间 10 月 30 日 18:00 欧盟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三季度 GDP 季环比和同比均不及预期和前值，显示出欧元区经济在今年
内持续放缓。欧元区三季度 GDP 季环比初值 0.2%，创 2014 年以来最低增速，预期 0.4%，前值 0.4%。
欧元区三季度 GDP 同比初值 1.7%，预期 1.8%，前值 2.1%。



世贸组织成员要求设立专家组审查美国钢铝关税措施。



无惧股市暴动 美国消费者信心创十八年新高。Conference Board 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美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升至 137.9 的 18 年高位。



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 The Ingraham Angle 节目上表示，他认为将与中国就贸易达成“绝佳协议”
。
但他同时警告称，若无法达成协议，还有巨额的新关税等着实施。彭博新闻周一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报导
称，若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会谈不能缓解贸易战局势，美国准备最晚 12 月初宣布对所有其
余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



10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0 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0.2 和 53.9，环比双
双下降，其中制造业 PMI 创 2016 年 7 月以来新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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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下周拍卖创纪录债券 规模超越 08 年金融危机。



据 SMM 最新调研，10 月铜下游行业 PMI 综合指数终值为 46.64，较预期初值降低 4.52，仍位于荣枯线
下方；11 月预期：47.83。



美国 10 月 ADP 就业人数飙至 8 个月来高点 服务业贡献大量新增就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
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
性，及时采取对策。李奇霖认为，本次会议对经济的下行担忧上升，但没有提“扩大内需”
，也未提及房
地产。政策则可能延续滴灌的模式，定向解决问题。另外“六稳”不变，货币、财政基调也不变，但内涵
已不同，并且重点提到了资本市场。



加拿大第一家量子矿业公司在第三季度的报告中提高了对 2018 年铜产量的预估，原因是其非洲铜矿产量
增加。第一量子矿业第三季度铜产量同比增长 4%至 151,241 吨。



中国 10 月财新制造业 PMI50.1 就业指数小幅恢复。



今年次低 10 月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连续两个月逊于预期。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10 月 1 日周一公
布，10 月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为 57.7，继 9 月之后再度低于市场预期值 59。9 月该指数录得 59.8，跌
落 8 月所创的逾十四年高位。



OPEC 原油产出创 2016 年来最高 布油重挫 3.6%。沙特和利比亚领衔，OPEC 10 月原油产出增加 43 万
桶/日至 3333 万桶/日，创 2016 年来最高。油价重挫，布油跌 3.6%至 72.75 美元/桶。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说，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愿继续扩大对华出口。两国经济团
队有必要加强沟通磋商。习近平称，中美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就双方关切问题开展磋商，推动中美经贸
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李克强会见美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李克强指出，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
平等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和解决分歧。美方议员表示，彼此不是对手，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对经贸领域存
在的问题，加征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英国央行按兵不动，会议纪要暗示加息。



11 月 2 日(周五)17:00 公布的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 PMI 终值，公布值：52，前值：52.1，预期值：52.1。



【乘联会：10 月份乘用车零售降幅料较 9 月份扩大】乘联会厂家数据显示，1-4 周的总体零售同比下降
25%，下降幅度稍大，但较 1-2 周的增速稍有改善。随后最后一周应明显改善，但前四周数据基本锁定月
度的增速，全月增速应该低于 9 月的-13%稍多。



制造业动能放缓！美国 9 月工厂订单增速远逊前值 耐用品不佳。9 月美国工厂订单环比涨 0.7%，好于预
期 0.5%，但 8 月涨 2.6%，曾创 2017 年 9 月以来最大涨幅。9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终值 0.7%，弱于初值
和 8 月前值，核心资本品出货量不佳，代表三季度美国商业设备支出放缓。



www.dwfutures.com

第 3 页

东吴期货研究所

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一、LME 库存大增，进口盈利窗口延续关闭
截止到 11 月 2 日当周，
上期所库存量比上周减少 0.1 万吨至 14.8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2.0 万吨。同期 LME
库存增加 3.4 万吨至 18.0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9.0 万吨，COMEX 仓库库存减少 0.3 万吨至 14.1 万吨，比去
年同期低 4.5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增加 2.9 万吨，达到 46.9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11.5 万吨。据我的有色
网统计数据，上海保税区的铜库存则增加 1.1 万吨至 40.5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6.9 万吨。
上周上海现货铜市场贴水快速转至升水并逐渐抬升。周初，因长单基本结束且临近月末，买盘无力，持货
商换现意愿强烈，现货贴水扩大至报贴水 130 元/吨~贴水 80 元/吨，有贸易商收大贴水货源买现抛期，成交
氛围有所改善，十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正逢盘面暴跌，持货商挺价意愿强烈，收窄贴水并转贴为升，且试图抬
高升水报价。进入 11 月后，市场报价维稳于贴 10 元/吨~升水 30 元/吨，短期现货仍陷于供需僵持拉锯态势，
暂难显现单边态势。上周洋山铜溢价均值周环比下降 4.5 美元/吨至 108 美元/吨。上周 LME 现货对 3 月电子
盘期货呈 back 结构，升水冲高回落。进口盈利窗口持续关闭，亏损仍超过千元以上。上周三之前人民币兑美
元持续贬值，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触及 6.9763，创 2008 年 5 月以来新低。但周四开始因美元指数大跌，人民币
兑美元走强。沪伦比值亦呈冲高回落走势，自周三的 8.1 以上重新回落至 8.0 附近。
二、中国 10 月制造业 PMI 跌至荣枯线附近，欧美亦同步回落
10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0 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0.2 和 53.9，环比双
双下降。制造业连续 27 个月高于临界点，总体延续扩张态势，但创 2016 年 7 月以来新低。10 月份，受“十
一”长假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 环比回落 0.6%至 50.2%。其中，主要原材料购进价和
出厂价差值扩大到 6%，影响了部分企业的效益增长。反映外部需求变化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6.9%，低于上
月 1.1 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新订单指数均低于 50%，分别为 48.7%、42.3%和
46.6%。11 月 1 日，财新公布的中国 10 月财新制造业 PMI 显示，10 月份，中国制造业运行情况环比基本持
平，产量大致保持不变，新业务总量仅有轻微增长，出口销售进一步下滑，投入品价格涨幅加剧。中国 10 月
财新制造业 PMI 50.1，预期 50，前值 50。销售疲软，部分原因与外需减弱有关，出口销售连续 7 个月出现
下滑。市况相对低迷，导致用工数量进一步收缩，但收缩率尚算小幅。采购活动也仅有轻微增长。对于生产前
景，业界的信心度降至 11 个月以来的低点。
11 月 2 日(周五)17:00 公布的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 PMI 终值，公布值：52，前值：52.1，预期值：52.1。
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 PMI 终值逊于预期，显示欧元区制造业再度放缓。上月欧元区工厂活动增速为逾两年来最
低，因出口订单自 2014 年底以来首次下滑，进一步证明欧元区经济已远超峰值。IHS Markit 首席商业分析师
威廉姆森表示，对欧元区制造业的担忧在第四季初加剧，去库存、订单恶化和企业乐观情绪的下降，将加剧人
们的担忧，即增长风险正转向下行，而非欧洲央行所示的大体平衡；法国和德国(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早
些时候的调查也突显出经济增长放缓，而意大利的工厂活动萎缩。
10 月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创半年新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10 月 1 日周一公布，10 月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为 57.7，继 9 月之后再度低于市场预期值 59。9 月该指数录得 59.8，跌落 8 月所创的逾十四年高
位。这是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连续 26 个月高于荣枯分水岭 50，显示美国制造业持续扩张。不过，10 月该指
数值已是今年以来第二低水平，仅次于 4 月录得的年内最低值 57.3，因此创下了半年来新低。10 月美国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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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指数连续两月降幅超出市场预期。数据显示，需求仍略强劲但消费疲软。十个调查行业中，七个反馈时
提及关税影响成本。Markit 制造业 PMI 调查中，关税仍是关键担忧。
三、美国 10 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大超预期，11 月美联储利率决议或按兵不动
上周五公布的 10 月非农数据维持“小非农”ADP 的强势，就业人口增加 25 万人，大超预期 20 万人，更
在 9 月修正后的前值 11.8 万人基础上环比飙升 111.86%。10 月非农数据中最大的亮点为薪资增速。时薪同比
增幅 3.1%意味着，这个指标出现大幅突破，创下了 2009 年 4 月来的 9.5 年高点。美国 10 月失业率 3.7%，
预期 3.7%，前值 3.7%。美国 10 月劳动力参与率 62.9%，预期 62.7%，前值 62.7%。
尽管分析师认为 10 月薪酬涨幅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美联储依然会高度紧张这个数据是否再次指向经济
过热。这意味着，2019 年加息次数增加的概率大涨。北京时间周五早上 3：00 将公布美联储 11 月议息会议
利率决议，预计本次会议美联储将按兵不动，而十二月议息会议加息概率增加。
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上周铜价探底反弹，在 6000 美元/吨附近获得支撑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忧虑有所缓和，同时美元指数从
16 个月高位回落，铜价自周四开始大幅反弹。但预计铜价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
下游需求不振，而全球经济成长的忧虑仍存。由于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减弱，而目前
来看，虽然政策趋于宽松，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仍以稳杠杆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完成额同
比增速数据目前仍显疲弱。本周风险事件密集，伊朗将迎来美国全面制裁，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成为市场焦点，
中国公布 10 月进出口数据，和通胀数据。目前来看本周铜价或将宽幅震荡，关注风险事件对铜价的冲击。目
前铜价重新回到 10 月的箱体震荡区间，预计暂时震荡整理，突破此区间或需有待更进一步的消息推动。操盘
方面暂且观望，等待突破后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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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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铜精矿现货 TC 报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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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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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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FTC wind 东吴期货
第 6 页

东吴期货研究所
中美欧制造业 PMI 走势图

中国制造业 PMI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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