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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铜价冲高回落，显示了虽然中国处于消费旺季，但市场对铜价的前景不
看好。从近期数据来看，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在减弱，而通胀水平依旧起不来。
中美贸易战仍未结束，全球贸易纠纷增加或进一步抑制未来经济成长。国内前三
月进口量和产量整体好于预期，一方面说明之前市场对上半年下游消费需求前景
看好，但同时也意味着国内精铜供应宽松，一旦二季度需求不如预期，在下半年
经济增长目前普遍较上半年看弱的情形下，铜价的转折点或提前到来。期货合约
远月对近月的升水下滑。本周公布中国一季度 GDP,以及 3 月投资、消费、工业增
加值等数据，或给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更多指引，同时也关注中美贸易战、叙
利亚危机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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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上周铜价冲高回落，总体呈震荡走势。周初因政府 5 月 1 日起增值税率调降，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对
中国终将降低贸易壁垒做出乐观预期，习近平博鳌演讲提及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市场对贸易战忧虑
缓减，铜价延续反弹。但随后铜价自高位回落，因 Markit 编制的摩根大通全球 PMI 显示，3 月全球 PMI 结束
了此前的五个月连涨，暴跌至 16 个月以来新低，全球经济成长动能减弱。同时叙利亚局势紧张，美联储会议
纪要偏鹰派，也令铜价承压回落。上周 LME 三个月期铜收于 6833.5 美元/吨，周度涨幅 1.17%。沪铜指数截
止到周五日盘收于 50750 元/吨，收涨 0.38%；截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50620 元/吨，收涨 0.12%。
2、 行业信息


东京 4 月 6 日消息，日本最大的铜冶炼商--日本泛太平洋铜业公司(Pan Pacific Copper)周五表示，公司
计划在 4-9 月期间生产精炼铜 30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15%。



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卢阿拉巴 40 万吨铜精矿粗铜项目正式开工。



美国宣布新一轮制裁后 俄罗斯遭遇股汇双杀 俄铝港股暴跌 50%。美国 6 日宣布对俄罗斯一些个人和实体
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俄罗斯 rts 指数跌超 11%，Moex 跌超 9%，卢布一度跌破 60 关口，创 2016 年 6
月以来最大跌幅；俄铝今日在港股下跌逾 50%。



中国外交部：在当前的情况下，双方不可能就贸易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 4 月 9 日的例
行记者会中表示，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由美方一手挑起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一边挥舞贸易制裁的大
棒，一边口口声声说愿意谈判，我不知道美方这出戏演给谁看。



李克强总理 4 月 8 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表示：
“单边主义贸易战不仅损害双边利益，更损害世
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



英美资源集团铜业务负责人 Hennie Faul 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隐隐浮现的贸易战风险将加剧近期铜价的
波动性，但强劲的需求和供应短缺将提振市场的长期基本面，“价格可能出现一些波动，但不会很大，不
会影响到供需。
”



Aurubis AG 正在开发潜在的收购项目与技术合作伙伴，以改善运营，主要对象是全球铜冶炼厂。首席执
行官 Juergen Schachler 在圣地亚哥的一次采访中说，欧洲最大的铜精炼商正已成为公司投资目标，该项
目现已进展到初级阶段。



美国 3 月核心 PPI 同比增长创 7 年来新高。4 月 10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3 月 PPI 增幅超预
期，主要受医疗和航空费用上涨的推动，其中核心 PPI 同比上升 2.7%，为 2011 年 9 月以来最高。



当地时间 10 日本周二，特朗普在 Twitter 发帖称，非常感谢习主席对关税和汽车（贸易）壁垒的友善讲
话，他对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也有启发性的言论。我们将共同取得巨大进步。在习近平博鳌讲话后，白宫
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大门还敞开，美国希望平衡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市场
对贸易战担忧进一步缓和，美股涨幅进一步扩大，道指盘中涨超 500 点，标普一度涨 2%，纳指涨超 2%，
抹平上周四以来跌幅。



“节日因素”消退，中国三月通胀增速低于预期。4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3 月通
胀数据明显低于前值和预期。中国 3 月 CPI 同比 2.1%，预期值为 2.6%，前值 2.9%；PPI 同比 3.1%，预
期值为 3.3%，前值 3.7%。



中汽协 4 月 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 月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增长，增速回升。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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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和 265.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4.7%，销量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依
旧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3 月产销均完成 6.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05%和 117.4%。


美联储三月会议纪要：乐观展望经济和通胀，暗示或更快加息。。



美国 3 月 CPI 升至 13 个月以来高位，但环比下跌不及预期。美国 3 月 CPI 环比下跌 0.1%，低于预期的
0%，不及前值 0.2%；同比增长 2.4%，符合预期，高于前值 2.2%。



同步复苏的神话破灭了 全球 PMI 创 16 个月新低。3 月全球 PMI 录得 53.3，暴跌至 16 个月以来新低，
创 2016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跌幅。



据 SMM 调研数据显示，3 月份铜杆企业开工率为 79.40%，同比增加 10.05 个百分比，环比增加 31.73
个百分比。预计 4 月铜杆企业开工率将继续增加至 80.87%。



特朗普：中美实为谈判并非贸易战，有不加征关税可能。美国时间 12 日本周四，特朗普表示，习主席有
关关税的讲话带来了美中彼此不加征关税的可能性，甚至可能降低关税。此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称，中美
没有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美方行动根本没有表现出谈判的诚意



4 月 12 日，特朗普表示，对于美国军方是否会对叙利亚的化学攻击做出回应，他将“相当快”的做出决
定。CNBC 报道称，美国正考虑打击八个潜在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两个叙利亚机场、一个研究中心和一个
化学武器设施。消息公布后，美股涨幅收窄，道指涨幅从超 400 点收窄至约 300 点。



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普遍担忧贸易冲突风险。北京时间 4 月 12 日，欧洲央行公布 3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纪要称，欧洲央行对贸易冲突风险存在普遍担忧，并指出欧元的强势并非完全归因于宏观环境。欧央行认
为移除宽松货币政策的倾向不应当被错误解读，对与市场沟通方式的渐进调整是有必要的。



中国海关总署 4 月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3 月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量为 43.9 万吨，同比增加 2.1%，
环比增加 24.7%。数据并显示，中国 1-3 月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量为 123 万吨，同比增加 7.3%。中国 3
月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160.1 万吨，同比下降 1.8%，环比增加 10.3%。1-3 月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
量为 468 万吨，同比增加 8.4%。



中国 3 月出口下滑 2.7%，进口增长 14.4%，去年 2 月以来首现贸易逆差。中国 3 月进口同比增长 14.4%，
预期 12%，前值 6.3%；出口下滑 2.7%，为去年 2 月以来首次负增长，预期 11.8%，前值 44.5%。3 月
贸易逆差 49.83 亿美元，为去年 2 月以来首次转为赤字。



美国 4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回落 程度创美国大选前最深。全球贸易战恐慌令美
国消费者信心 4 月初意外下滑，较 3 月终值的十四年新高回落程度，创 2016 年 10 月以来
最深。美国消费者的长短期通胀预期均报下行，但负面评价贸易政策的人通胀预期明显更高。



中国 3 月 M2 同比增长 8.2% 低于预期 新增人民币贷款 1.12 万亿元。4 月 13 日，中国央
行公布 2018 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中国 3 月 M2 同比增长 8.2%，不及预期的 8.9%，
低于前值的 8.8%。新增人民币贷款 1.12 万亿元，较前值 8393 亿元有所提高。一季度人民
币贷款增加 4.86 万亿元，同比多增 6339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1.33 万亿元，不及预期的 1.8
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5.5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1.33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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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上周全球显性库存下降，消费旺季国内库存净流出
上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下降。其中 LME 铜库存减少 1.37 万吨，至 35.7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9.98 万吨。
同期 SHFE 库存减少 2.58 万吨至 28.08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0.96 万吨。COMEX 库存增加 0.03 万吨至 21.66
万吨，
比去年同期高 8.18 万吨。
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减少 3.93 万吨，达到 85.44 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19.12
万吨。根据我的有色网的数据，上周上海保税区库存增加 1.5 万吨至 45.87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18.8 万吨。
现货市场总体成交量远不及清明前，周初由于期货上涨，下游畏高，持货商逢高换现意愿增强，现货报价从升
水 60-120 元/吨一路下滑至贴水 30 元至升水 40 元/吨，周后由于盘面大幅下跌，且隔月价差倒挂加大才使升
水低位返升，周末时逢低成交有所改善。洋山铜溢价均价上升 1.5 美元/吨至 81.5 美元/吨。上周人民币兑美元
升值，沪伦比值下降，进口亏损略有扩大。
上周，铜精矿市场交投尚可，市面货源较为宽松，年后回来部分冶炼厂有一定的补库意愿，贸易商对货源
依然保持积极性，报盘询盘积极，TC 止跌企稳，截至本周五上海有色网进口干净矿现货 TC 报 70-81 美元/吨，
较前周上升 1.5 美元/吨。
中国前三月铜进口同比上升，国内产量延续增加
中国海关总署 4 月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3 月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量为 43.9 万吨，同比增加 2.1%，
环比增加 24.7%。数据并显示，中国 1-3 月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量为 123 万吨，同比增加 7.3%。中国 3 月铜
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160.1 万吨，同比下降 1.8%，环比增加 10.3%。1-3 月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468
万吨，同比增加 8.4%。
根据 SMM 的统计数据，2018 年 3 月 SMM 中国精铜产量为 71.34 万吨，环比增 1.31%，同比增加 11%。
1-3 月累计产量 211.85 万吨，
同比增长 11%。
根据各炼厂排产计划来看，
SMM 预计 4 月中国精铜产量为 72.59
万吨，环比增加 1.75%，同比增加 12.4%，累计产量达 284.44 万吨，累计同比增幅 11.4%。
中国 3 月出口不如预期，CPI 同比大幅回落
中国 3 月出口下滑 2.7%，进口增长 14.4%，去年 2 月以来首现贸易逆差。中国 3 月进口同比增长 14.4%，
预期 12%，前值 6.3%；出口下滑 2.7%，为去年 2 月以来首次负增长，预期 11.8%，前值 44.5%。3 月贸易
逆差 49.83 亿美元，
为去年 2 月以来首次转为赤字。
一季度及 3 月份单月我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表现都不及整体。
目前，美方的“301”清单还在公示期并没有实施，后续影响有待观察。
4 月 11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3 月通胀数据明显低于前值和预期。中国 3 月 CPI 同比 2.1%，
预期值为 2.6%，前值 2.9%；PPI 同比 3.1%，预期值为 3.3%，前值 3.7%。国家统计局解读认为，CPI 由上月
上涨转为下降，主要受“节日因素”消退影响。PPI 涨幅回落则是受到非金属矿业、黑色系、石油煤炭加工业、
油气开采、有色等行业的拖累。
前三月中国汽车销量低速增长，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增
中汽协 4 月 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 月，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增长，增速回升。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2.8
万辆和 265.6 万辆，产销量环比分别增长 54.1%和 54.7%，同比分别增长 1.2%和 4.7%，销量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1-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02.2 万辆和 718.3 万辆，产量同比下降 1.4%，销量同比
增长 2.8%，低于上年同期 9.4 和 4.2 个百分点，总体表现良好。3 月汽车产销较 2 月大幅回升，一季度总体表
现良好，符合中汽协全年相关预测，即进入低速稳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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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依旧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均完成 6.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05%和
117.4%。1-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 万辆和 1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56.9%和 154.3%。
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上周铜价冲高回落，显示了虽然中国处于消费旺季，但市场对铜价的前景不看好。从近期数据来看，全球
经济的增长动能在减弱，而通胀水平依旧起不来。中美贸易战仍未结束，全球贸易纠纷增加或进一步抑制未来
经济成长。国内前三月进口量和产量整体好于预期，一方面说明之前市场对上半年下游消费需求前景看好，但
同时也意味着国内精铜供应宽松，一旦二季度需求不如预期，在下半年经济增长目前普遍较上半年看弱的情形
下，铜价的转折点或提前到来。期货合约远月对近月的升水下滑。本周公布中国一季度 GDP,以及 3 月投资、
消费、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或给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更多指引，同时也关注中美贸易战、叙利亚危机的走势。
操作上等待反弹抛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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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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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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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及失业率走势图

数据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年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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