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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月份由于市场预期 2018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将收紧，资产价格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承压下行。全球股市出现较大波动，大宗商品亦受波及，铜价下跌。同时美元
上涨、原油下跌亦令铜价承压。近期美联储主席，欧央行行长、日本央行行长
分别对市场做出安抚，但市场预计今年全球逐渐退出超宽松货币环境仍是趋势。
研究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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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东吴证券大厦 8 楼

铜基本面仍有利于铜价维持高位，2017 年全球铜供应缺口扩大，现货市场铜
精矿供应仍然偏紧，虽然铜价处于高位有利于刺激产出，但中短期内供应缺乏
弹性。中国消费淡季国内库存增加，但预计随着消费旺季到来，下游重返市场
需求将增加。中国上半年需求仍然稳定，但高基数或令消费增速下滑。全球贸
易战回合开始，全球经济增长或受此波及而放缓，但通胀水平上升或导致大宗
商品更大范围上涨。预计铜价三月或宽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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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 2 月行情回顾
2 月铜价震荡偏弱，月初在中国信托去杠杆等因素导致国内股市大跌，市场信心受挫。同时美股大跌后全
球市场信心不足，内外股市交替下跌，全球资产价格缩水，铜价大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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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显性库存大幅上涨，令疲弱的铜价雪上加霜。春节
前后股市企稳反弹，带动铜价格自年内低位附近反弹。节日期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通胀正在回升，美国房
地产市场火热，外盘铜价站稳于 7000 美元上方。最后一个交易日，受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偏鹰派言论影响，
资产价格再度受打压，伦铜跌回 7000 美元下方。2 月伦铜 3 月电子盘收于 6936.5 美元/吨，跌幅为 2.32%。
因 2 月人民币兑美元小幅贬值，沪铜跌幅小于伦铜。2 月沪铜指数收于 52900 元/吨，跌 1.16%。详见图 1-2。
图 1 ：伦敦 03 期铜月 K 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2 ：沪铜指数月 K 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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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一月终端需求稳定向好，但高基数或令 2018 年消费增速下滑
据中汽协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汽车生产 268.8 万辆，环比下降 12%，同比上涨 13.6%，销售 280.9
万辆，环比下降 8%，同比增长 11.6%。汽车产销同比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在于 2018 年春节前旺季时
间较长以及低基数效应。之前对汽车市场的整体判断依旧不变，也就是一季度汽车销量增速将持续放缓，2018
年维持弱增长（详情见图 3）
。野村亚洲区综合企业及中国汽车研究主管罗文晋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通过对有车
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汽车保有量长期趋势的自上而下分析发现，中国汽车市场即将迎来转折点，未来几年间
新车销量增长将放缓或甚至停滞。
图 3：中汽协汽车销量走势图

图 4：产业在线家用空调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汽协，Wind，东吴期货
图 5：产业在线冰箱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Wind，东吴期货
图 6：产业在线洗衣机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Wind，东吴期

据产业在线数据，1 月份我国空调产量 1243 万台，同比增加 25%。空调销量 1315 万台，同比增加 32.6%。
（见图 4）
。目前三四级市场空调的需求仍未完全被激发，百用户拥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另外
老品置换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多，加上人均收入逐年上涨，地产虽然在 17 年因为限购，增长率出现明显下滑，
但是全年仍保持了 7.7%的增长，因为存在一年左右的滞后影响，产业在线预计 2018 年国内市场不会出现急速
回落，仍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和房地产的发展同步。基于上述因素，预计 2018 年中国家用空调行业国内
市场出货量将实现 5%左右的增长。
产业在线消息，2018 年 1 月，冰箱产销量分别达到 608.5 万台和 538 万台，同比增长 6.1%和-1%，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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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见图 5。受国内经济处于下行时期和产业集体转型阶段，冰箱行业在背负着不断加码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原
材料成本上涨、能效标准升级、产品技术迅速切换等多重不利影响的饱和市场中缓慢游动，处于持续下行通道
中。尽管如此，相比内销市场的不瘟不火，冰箱出口市场形势喜人。专家表示，在国内市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
出口市场为冰箱企业提供了增长空间。
与电冰箱产销萎靡相比，洗衣机 1 月产销形势依旧稳定。1 月洗衣机产销高位运行，产销量达到 595.1 万
台和 595.1 万台，同比分别增长 5.0%和 5.9%， 详情见图 6。产业在线分析师杨宋蕊认为，2018 年 Q1 洗衣
机产销仍然保持稳定增长，内销将成为未来 3-5 年洗衣机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无论数量还是单价。洗衣机出
口趋势不容乐观，主要去年同期基数较大，同比增幅预计数据不会太理想，但维持高位盘整是不争的事实。且
原材料压力已经逐渐消化。但去年同期基数较大会导致同比增幅收窄，主流出口企业利润压力依然严峻。

三、全球铜矿供应预期仍偏紧，中国精炼铜消费短期进入消费淡季累库存阶段
（一）1 月精铜进口同比上涨，废铜进口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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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消息，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 月精炼铜进口量为 314,525 吨，同比增加 13.04%，
环比下降 4.2%（详情见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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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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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精炼铜出口量同比增长 117.6%至 3.85 万吨，环比下降 5.9%，同比大增主要原因在于
去年春节较今年提前，同期基数较低（详情见图 10）。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 月废金属进口量为 49 万吨，为 2016 年 2 月以来低点，同比减少 25.1%。其
中，1 月废铜进口为 20 万吨，同比下降 27.5%。1 月是中国政府施行海外废料进口新规后的第一个整月。精
废铜价差虽然总体仍在高位，但受国内环保政策加严，废铜进口从 11 月份开始同比大跌，详情见图 11-12。
图 7：中国精炼铜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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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中国未锻造铜及铜材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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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中国铜矿石及精矿进口量走势图

图 10：中国精炼铜出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图 11：中国废铜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图 13：现货升贴水及洋山铜溢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SMM，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图 12：中国精废铜价差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图 14：沪伦比值及进口盈亏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

2018 年 2 月 23 日，2018 年国内第七批限制类废铜进口的批文的公布，在此前公布第六批批文中，没有
限制类废铜的批文，在本次公布的批文中，限制类废铜批文中企业 3 家，合计 10350 吨，其中 2 家位于广东
省，1 家位于广西。相比与 2017 年第七批限制类进口批文 37500 吨相比，同比减少 72.4%。2017 年前七批
限制类废铜进口批文合计 277.65 万吨，2018 年前七批合计 19.45 万吨，同比减少 93%，但是目前广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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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批文已经开始公布，预计之后批文数量较今年前几批公布的数量将有所增加。
本月洋山铜溢价小幅下跌，从月初的 78.5 美元/吨下跌至月末的 74 美元/吨。沪铜现货市场月初一度转为
升水，但随着供应增加而需求由于处于消费淡季，同时随着春节临近而减弱，交割后再度转为贴水，并延续至
月末。LME 库存供应充裕，LME0-3 始终处于 contango 结构。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本月沪伦比值大
幅下降，从月初的 7.7 下跌至 7.5 附近，进口盈亏大多数时候处于小幅亏损状态，偶尔转为盈利状态，贸易商
进口意愿回升，详情见图 13-14。

（二）国内延续淡季累库存，保税区铜大量流入上海市场
截止到 3 月 2 日当周，上期所库存量比上周增加 4.2 万吨至 26.0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5.4 万吨。同期 LME
库存减少 0.8 万吨至 32.5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12.8 万吨，COMEX 仓库库存增加 0.2 万吨至 21.0 万吨，比去
年同期高出 9.4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增加 3.6 万吨，达到 79.5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16.9 万吨。上海保税
区的铜库存则减少 3.1 万吨至 47.5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12.2 万吨，如图 15-16 所示。
图 15：三大期货交易所铜显性库存变动

数据来源：Wind,东吴期货

图 17：现货市场升贴水和洋山铜溢价

数据来源：SMM，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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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叠加中国保税区铜以后的库存变动

数据来源：Wind,我的有色网，东吴期货

图 18：沪伦比值及进口盈亏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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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消费仍未完全启动，上期所处于累库存阶段。2 月份以后，进口亏损减少，甚至在一些时间段转为
盈利，贸易商进口积极性增加，保税库流入境内市场的铜增多。从 SHFE 和 LME 的库存整体来看，整体库存
量和去年同期比略微增加，但加上上海保税区库存，则少于去年同期。而 COMEX 库存虽然和去年同期比大幅
增加，但大多被锁定，很难冲击国内市场。从 LME 现货掉期来看，2 月一直呈 contango 结构，且幅度较大，
显示铜供应充裕，如图 17-18 所示。

（三）2017 年全球铜矿供应缺口扩大，2018 年现货铜精矿 TC/RC 持续下滑
伦敦 2 月 20 日消息，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在最新的月报中称，去年 11 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4
万吨，10 月为过剩 2.7 万吨。去年前 11 个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19.6 万吨，上年同期为短缺 15.4 万
吨。去年 11 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199 万吨，消费量为 203 万吨。中国 11 月保税仓库铜库存为短缺 5 万吨，
10 月为过剩 1.2 万吨。
根据 ICSG 的统计数据，11 月份全球矿山产量 173.6 万吨，同比增加 0.46%。1-11 月累计产量 1820 万
吨，同比减少 1.11%。11 月全球矿山产能 199.8 万吨，同比增加 1.83%。11 月份全球精炼铜产量 198.6 万吨，
同比减少 0.25%。1-11 月累计产量 2138 万吨，同比增加 0.26%。11 月份全球精炼铜消费量 202.6 万吨，同
比增加 3.68%。1-11 月累计消费量 2155 万吨，同比增加 0.56%，详情见图 23-26。
图 19：全球铜矿山产量（kt）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东吴期货
图 21：全球精炼铜消费量（kt）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东吴期货

图 20：全球精炼铜(原生+再生)产量（kt）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东吴期货
图 22：全球供需平衡走势图

数据来源：ICSG ,Wind,东吴期货

伦敦 2 月 21 日消息，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12 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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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市供应短缺 21.26 万吨，2016 年全年短缺 10.20 万吨。截至 12 月底全球可报告铜库存增加，较 2016 年
12 月底增加 1,500 吨。2017 年全球矿山铜产量为 2,019 万吨，较 2016 年减少 1.3%。2017 年全球精炼铜产
量为 2,350 万吨，较之前一年增加 0.9%，其中中国大幅增加 45.30 万吨，智利产量减少 18.30 万吨 2017 年
全球铜消费量为 2,373 万吨，2016 年消费量为 2,341 万吨。2017 年中国表观铜消费量较 2016 年增加 28.1
万吨，至 1,192.3 万吨，占到全球消费总量的 50%以上。同期，欧盟 28 国铜产量增加 3.0%，需求量为 342.3
万吨，较 2016 年增加 2.0%。2017 年 12 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209.4 万吨，消费量为 213.61 万吨。
截至 3 月 2 日上海有色网现货 TC 报 70-78 美元/吨，较春节前一周降低 4 美元/吨，而 2017 年年末的时
候，TC81-89 美元/吨，今年以来下滑了 11 美元/吨，反映了近期市场铜精矿供应仍偏紧，如图 23 所示。
图 23：进口铜精矿现货 TC 走势图

数据来源： SMM,Wind,东吴期货

四、当前影响铜价走势的主要因素
（一）美欧制造业 PMI 依旧强劲，中国扩张势头延续放缓
2 月 28 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 月，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下滑至 50.3，1 月前值 51.3。受到春节的
淡季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扩张步伐均有放缓，进出口指数也连续两个月下滑。2 月制造业 PMI 虽降幅明显，但
已经连续 19 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上方。非制造业 PMI 亦有下滑，报 54.4，较上月降 0.9，同制造业 PMI 双双低
于市场预期。随着国内一些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的力度减弱或推出，2018 年中国经济预计将温和回落，而且
通胀会出现“前高后低”
。
美国 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好于预期 创近 14 年以来新高 。美国 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继续走高至 60.8，
高于预期的 58.6，创 2004 年 5 月以来新高，为连续第 17 个月走高，显示出美国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分项看，
2 月制造业物价支付指数创 2011 年 5 月以来新高，2 月制造业就业指数也出现较大增长，而 2 月制造业新订
单指数略有下滑，但仍然连续第 10 个月处于 60 的读数上方，表现仍然强劲。
欧元区 2 月制造业 PMI 初值创四个月新低 一季度经济仍可能强劲增长。2 月 2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
元区 2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58.5，预期 59.2，前值 59.6，创四个月新低。德国和法国 2 月 PMI 数据均低于
预期。但分析认为，一季度欧元区经济仍有望强劲增长,详情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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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中美欧制造业 PMI 走势图

图 25：中美欧 CPI 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受去年高基数影响 中国 CPI 连续 12 个月低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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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劳工部，1 月名义 CPI 环比涨 0.5%，高于预期涨 0.3%；同比涨幅 2.1%，高于预期涨 1.9%，持平
于前值涨 2.1%。排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1 月核心 CPI 环比涨 0.3%，高于预期涨 0.2%；同比涨 1.8%，
高于预期涨 1.7%，持平于前值涨 1.8%。去年 12 月的名义 CPI 前值由环比涨 0.1%上修为涨 0.2%，核心 CPI
前值由环比涨 0.3%下修为涨 0.2%。1 月 CPI 涨幅超预期，带来了通胀回升的更多证据，令部分投资者重新产
生对美联储更快加息的担忧，市场对今年加息三次的预期更为坚实。
欧元区 2 月 CPI 初值同比增长 1.2%，同预期持平，略低于前值 1.3%。同时仍然低于欧洲央行的 2%目标。
欧元区 2 月核心 CPI 初值同比增长 1%，同预期和前值持平，如图 25 所示。
。

（二）全球爆发贸易战可能性上升，通胀上升风险加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3 月 1 号宣布，美国计划对进口钢铁全面课征 25%的关税和对进口铝材全面课
征 10%的关税。分析人士预计，如果真如特朗普所说下周将被签署为总统行政令，这也是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将
“史上最强悍贸易保护策略” 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例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材和铝征收全球性重税，
引发众怒。欧盟强硬回应，宣布将对价值约 35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实施 25%的进口关税。
分析师认为，美国对钢材和铝征收重税，可能会损伤贸易双方的利益，因为实施新关税之后，美国企业还是不
得不进口钢材和铝，最终把高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贸易战将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广泛的上涨，同时打压全
球总需求，这将导致通胀水平上升，大宗商品更大范围上涨。

五、2018 年 3 月走势预测和策略建议
（一）铜价走势预测
二月份由于市场预期 2018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将收紧，资产价格承压下行。全球股市出现较大波
动，大宗商品亦受波及，铜价下跌。同时美元上涨、原油下跌亦令铜价承压。近期美联储主席，欧央行行长、
日本央行行长分别对市场做出安抚，但市场预计今年全球逐渐退出超宽松货币环境仍是趋势。铜基本面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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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铜价维持高位，2017 年全球铜供应缺口扩大，现货市场铜精矿供应仍然偏紧，虽然铜价处于高位有利于刺
激产出，但中短期内供应缺乏弹性。中国消费淡季国内库存增加，但预计随着消费旺季到来，下游重返市场需
求将增加。中国上半年需求仍然稳定，但高基数或令消费增速下滑。全球贸易战回合开始，全球经济增长或受
此波及而放缓，但通胀水平上升或导致大宗商品更大范围上涨。预计铜价三月或呈宽幅震荡走势。

（二）交易策略建议
交易方向

交易时间段

波段操作

3 月份

交易计划
沪铜 05 合约预计在 5 -5.6 万元/吨之间宽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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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中所有文章陈述的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文章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更新情况不做任何保证，文章中作者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作为我公司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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