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期货研究所
021-3366 6347
Styling920

波段必读——基本金属周报
2018 年 2 月 12 日

东吴期货研究所

消费淡季库存累计，股市重挫施压铜价
一、 一周行情回顾

张华伟

1、 一周市场综述
021-63123060
zhanghw@dwqh88.com

2、 上周行业信息

二、 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操作策略

三、 数据图表
1、 库存
2、 现货价格

研究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1208 号东吴证券大厦 6 楼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东吴证券大厦 8 楼

3、 持仓变动
4、 铜产业链数据
5、 宏观经济数据

【摘要】
上周铜价大跌。上周全球股市继续大跌令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道琼斯
工业指数在之前一周大跌 4.12%后，上周继续下挫 5.21%。国内沪指一周跌幅近
10%，创 2016 年初熔断以来之最，深成指跌入熊市区间。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
升温，工业品亦遭遇抛售。同时美元指数上涨、原油大跌，全球显性库存大幅上
行亦助推了铜价跌势。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低利率，
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金融领域也出现了泡沫。国内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之一就是金融去杠杆，资产价格面临压力。股票在近两周大跌后，股权质押强制
平仓风险隐现，股市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市场信心仍然不足。另外今年地方政
府压缩债务规模也将通过影响基建投资水平从而传递到铜的需求端。美国则由于
市场预计美政府将大幅提高财政支出，并导致联邦赤字大幅提高，美债利率飙升，
美国股市遭遇血洗。之前市场对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和基建计划已经有了充分
预期并在资产价格上有所反应。近期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依然复苏强劲，但股市
大跌带来的短期冲击以及外溢效应仍未有结束的迹象。同时，国内消费淡季累库
存阶段，在外围市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铜价强劲反弹的概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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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上周铜价大跌。中国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信托去杠杆等因素导致国内股市大跌。美股大跌后全球市场信心
不足，导致国内股市进一步下跌，全球资产价格缩水。铜价上周大跌。同时，美元上涨、原油大跌亦助推铜价
下行，另外中国进入消费淡季，全球进入累库存阶段，上周上期所库存、上海保税区库存、LME 库存均大幅上
涨，令疲弱的铜价雪上加霜。上周 LME 三个月期铜收于 6750 美元/吨，周度跌幅 4.65%。沪铜指数截止到周
五日盘收于 51750 元/吨，收跌 3.86%；截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51270 元/吨，收跌 4.79%。
2、 行业信息


【1 月份挖机销量预计接近 1 万台 3 月份旺季销量有望大幅超预期】预计 1 月份挖机行业国内销量大概率
超过 9000 台，加上出口接近 1 万台，同比增速接近 120%。根据与主机厂、各品牌代理商沟通情况，初
步看 3 月份销量同比增幅可能在 30%-50%，也就是说当月销量 2.7 万-3 万台，而且有继续大幅调高预期
的可能。



【中国 1 月财新 PMI：经济开局良好 需求扩张仍将承压】中国 1 月财新服务业 PMI 54.7，创逾五年半最
高，预期 53。中国 1 月财新综合 PMI 53.7，前值 53。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钟正
生表示，1 月财新中国 PMI 显示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往前看，制造业需关注需求端的稳定性，而服务业需
关注投入成本上升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2 月 4 日消息，全球第二大铜、锌和白银生产国秘鲁公布，该国 2017 年主要基本金属产量较上一年大幅
增长，市场面临供应上升风险。秘鲁能源和矿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2017 年铜产量增加 3.9%，至
245 万吨；锌产量增长 10.2%至 147 万吨。不过，秘鲁 2017 年黄金和白银产量下降。



当地时间 5 日本周一，德拉吉在欧洲议会讲话时称，对通胀向目标水平靠近更有信心，但认为近来汇率波
动可能有负面影响，QE 仍需耐性和持久性；欧央行在留意数字货币的金融风险。



5 日本周一，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重申美联储两大使命，称将支持美国经济继续增
长和物价稳定。他希望强调承诺，以此解释联储的行动内容及行动原因。鲍威尔称，将致力于有效的金融
监管；目前美国金融系统比金融危机初期强健，他和同事将保持警惕，准备回应不断演变的风险。他讲话
后，美股延续上周跌势，
“恐慌指数”创美国大选以来新高。



白宫周一表示，对美国股市近期遭到抛售感到担忧。一位官员向 CNBC 表示：“我们一直在担心市场何时
会下跌。但我们对经济的基本面充满信心。”道指今日盘中大跌近 1600 点。在美股收盘后，美国白宫再度
发声表示，总统特朗普关注经济的长期基本面。



BMI 称特朗普将在数周内实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



【中国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出炉：396 个示范项目，投资总额 7588.44 亿元】为“打造样本、树立标杆”
，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从 2014 年起，财政部每年推出一批示范项目（其中 2016 年系联合 19
家部委共同推出）
，已推出三批共 697 个示范项目，计划投资额 1.8 万亿元，覆盖 29 个省份、18 个领域。



“黑色星期一”后美股强力反弹 道指大涨 567 点 日内振幅超千点。美股今日大震荡，道指上演“过山车”，
早盘一度大跌超 500 点后，收复失地，并最终收涨 567 点，创下逾两年最大单日点数涨幅，全天振幅超
过 1000 点。恐慌指数 VIX 九年来首次升破 50，但之后回落收盘跌近 20%，至 29.98。数字货币集体反
弹，比特币在跌破 6000 美元后，重新站上 8000 美元大关。



市场狂泻惊动欧美高官：欧央行与市场参与者“谈心” 美财长称在监控。媒体称，欧洲央行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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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市场参与者，评估是否存在金融稳定的风险，他们在观察股市下行是否可能自我增强、蔓延到债市形
成恶性循环。美国财长称在监控形势，从流动性等方面看市场运行正常。


2 月 7 日消息，刚果共和国矿业部周三表示，该国 2017 年铜产量同比增长 6.9%至 109 万吨，钴产量则
大涨 15.5%至 73,940 吨。 该国 2017 年黄金产量则增长 2.7%至 23,270 千克。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
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0687 台，同比涨幅 135%。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9547 台，同比涨幅 141.9%；
出口销量 1137 台，同比涨幅 89.5%。



“今年银监会的重点是：居民去杠杆。”知情人士称，例如消费贷之类的产品，银行为了获得利差，通过
各种名目帮助居民加杠杆，结果就是居民把钱拿去炒房、炒股，这样蕴含很大风险，也会带来银行坏账，
很难穿透监管。未来，会有许多相关的政策跟进下发。



南方铜业公司在 2017 年度业绩电话会议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预计超过 45％的需求将
继续保持健康增长，2018 年全球精炼铜需求预计增长约 2.1％，将会带来 50 万吨新的铜需求增长。预计
2018 年铜供应量增长约 1％，今年将出现铜市场短缺现象，这将对铜价形成有力支撑。南铜目前正在制
定新的有机增长计划，到 2025 年将其铜产量增加到 150 万吨。



日前公布的德国报纸 Wiener Zeitung 访谈内容显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奥地利央行行长 Ewald
Nowotny 表示，美国财政部故意向美元施加下行压力，希望让美元保持低位。这番表态后，欧元兑美元
日内曾跌逾 1%，美元指数抹平两周来跌幅，创三个月最大单日涨幅。



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称，本周大跌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来说是大事件，但这对央行官员来说
根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达拉斯联储主席称股市调整是健康的，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称本周是最预料之中的
抛售。



智利铜出口量一般在 1 月份会下降，但今年下滑幅度尤为严重，因为该国主要港口之一中断出口。据彭博
社消息称，上个月，这个铜产量最大的国家出口了 25.8 亿美元的铜，比去年 12 月份下滑了 33%，成为
四年来最大的月度下滑。Antofagasta 地区服务铜矿的 Mejillones 港口，因海平面上升自 1 月 20 日到 1
月 28 日关闭。据港务局说法，到 2 月 3 日，港口开始逐步开放，恢复运营。可以肯定的是，铜价从去年
12 月来出现回落，但随着该国矿山增加产量，意味着港口停止运营后未来一两个月出货量将大幅回升。



中国 1 月进出口双双超预期！进口同比大增 36.9%。以美元计价，中国 1 月进口同比增长 36.9%，预期
10.8%，前值 4.5%。中国 1 月出口同比增长 11.1%，预期 10.8%，前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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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上周全球显性库存猛增，春节临近现货市场转淡
上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上升。其中 LME 铜库存增加 3.2 万吨，至 33.62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8.80 万吨。
同期 SHFE 库存增加 1.35 万吨至 18.61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9.15 万吨。COMEX 库存增加 0.06 万吨至 20.29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10.38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增加 4.6 万吨，达到 72.52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10
万吨。根据我的有色网的数据，上周上海保税区库存增加 3.1 万吨至 48.27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4.38 万吨。
上周进入春节前的交割周期，下游采购量周内逐日降低，市场初显供大于求格局。周五 1802 合约最后交易日，
然而市场报价集中度已大幅降低，市场已初步显现春节气氛。上周进口沪伦比值先降后升，进口盈利窗口打开。
上周进口铜精矿现货市场货源依然偏紧，TC 承压明显，部分炼厂有较强的补库需求，截至周五上海有色
网进口铜精矿现货 TC 报 73-83 美元/吨，较上周下降 2 美元/吨。
中国铜 1 月铜进口环比减少，同比上升
中国海关总署 2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1 月未锻造铜进口连续连二个月减少，
因建筑行业冬季受限，
且国内生产率高企继续限制海外铜的需求。中国 1 月未加工铜（包括阳极铜、精炼铜和半成铜制品）进口为 44
万吨，较去年 12 月的 45 万吨减少 2.2%，但仍远高于 2017 年均值 39.1 万吨，且较上年同期的 38 万吨增加
15.8%。中国 2018 年 1 月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162 万吨，环比减少 1.7%，同比增加 29.8%。
2017 年年末未锻造铜及铜材还是铜矿砂及精矿，11 月、12 月进口数据均创年内高位，1 月数据虽然环比
下降，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 1 月进出口双双超预期，CPI 连续 12 个月低于 2%
2 月 8 日海关总署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
进口同比大增 36.9%。
以美元计价，
中国 1 月进口同比增长 36.9%，
预期 10.8%，前值 4.5%。中国 1 月出口同比增长 11.1%，预期 10.8%，前值 10.9%。
中国统计局 2 月 9 日公布数据显示， 1 月中国 CPI 和 PPI 数据显示，1 月中国 CPI 同比增长 1.5%，低于
前值 1.8%；PPI 同比增长 4.3%，低于前值 4.9%。主要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P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涨势趋于稳定。
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增
中国 1 月份乘用车销量报 246 万辆，同比增长 10.7%；1 月份汽车销量报 281 万辆，同比增长 11.6%；1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430.9%。
国际铜业协会近日发布 2018 年铜行业展望，提出五大趋势有望引领行业发展。其中，电动汽车市场拉动
铜需求。随着多款新型电动汽车推向市场，电动汽车有望在 2018 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全球有 10 个国家在电
动汽车领域位于前列，其市场占有率总计达 95%。按市场占有率排序，这些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挪威、英
国、法国、日本、德国、荷兰、瑞典和加拿大。在技术改良、价格下调和充电桩普及的推动下，到 2025 年，
预计六分之一的车辆将由电力驱动。电动汽车技术高度依赖铜材。其铜材需求量有望从 2017 年的 18.5 万吨增
至 2027 年的 174 万吨。电动汽车的多个关键部件都用到铜，如电池、电机、充电站以及配套设施等。此外，
电动汽车技术越先进，铜材的需求量就越大。内燃机通常要用掉 23 公斤铜，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要使用 40 公斤
铜，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要使用 60 公斤铜，而纯电池驱动电动汽车则需要多达 83 公斤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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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上周铜价大跌。上周全球股市继续大跌令市场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之前一周大跌 4.12%
后，上周继续下挫 5.21%。国内沪指一周跌幅近 10%，创 2016 年初熔断以来之最，深成指跌入熊市区间。投
资者风险厌恶情绪升温，工业品亦遭遇抛售。同时美元指数上涨、原油大跌，全球显性库存大幅上行亦助推了
铜价跌势。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低利率，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金融领域
也出现了泡沫。国内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金融去杠杆，资产价格面临压力。股票在近两周大跌后，股
权质押强制平仓风险隐现，股市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市场信心仍然不足。另外今年地方政府压缩债务规模也
将通过影响基建投资水平从而传递到铜的需求端。美国则由于市场预计美政府将大幅提高财政支出，并导致联
邦赤字大幅提高，美债利率飙升，美国股市遭遇血洗。之前市场对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和基建计划已经有了
充分预期并在资产价格上有所反应。铜价自 2016 年年末以来长期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基建开支增加将带动
铜的需求这一预期，而伴随着股市大跌，市场对美国未来经济走势的担忧有所上升，铜价面临进一步回调的压
力。近期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依然复苏强劲，但股市大跌带来的短期冲击以及外溢效应仍未有结束的迹象。同
时，国内消费淡季累库存阶段，在外围市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铜价强劲反弹的概率较小。建议铜多头节前减仓
避险，等待市场企稳后重新介入。操作上 04 合约少量空单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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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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势图

数据源： wind 东吴期货
CFTC 非商业净持仓(截止到 2 月 6 日)

数据来源：SMM 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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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按美元计）走势图

数据来源： 海关总署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未锻造铜及铜材进口量走势图

据来源：海关总署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当月汽车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汽协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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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CPI、PPI 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当月汽车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汽协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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