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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铜价连续第四周下跌，伦铜创近一年新低，沪铜则触及年内前低。中国
经济下行和贸易战不确定性的压力仍在，使得铜价持续下跌。之前支撑铜价的供
给端的推动，边际影响减弱。虽然智利矿山谈判导致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仍在，但
预计难以改变期铜价格偏弱格局。中美贸易冲突升级背景下，中国出口形势趋于
严峻。国内消费、净出口和投资这三大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动能都在减弱。金融
去杠杆使得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债务压力进一步上升，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减弱。全球贸易战升温，贸易政策相关风险将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支出。欧美逐
渐退出货币宽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从盘面看，沪铜在年内前低附近暂时获得支撑，但除非中国有对冲经济下行
压力的新的刺激政策出台，同时中美贸易争端降温，铜价仍将下跌。而国内目前
来看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同时美国遏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长期战略格局难
以改变。本周关注中国六月社融、信贷、CPI 等经济数据，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
费国，中国经济前景仍是影响铜价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关注智利矿山谈判进展。
本周在之前连续四周下跌后或迎来技术性反弹，等待逢高抛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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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上周铜价连续第四周下跌。中国 6 月制造业 PMI 弱于预期。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战升级，
同时铜消费淡季来临，供应充裕，使得铜价遭多头抛售，空头增仓打压。外盘铜价创一年新低，内盘铜价触及
年内前低。上周 LME 三个月期铜收于 6308.5 美元/吨，周度跌幅 4.69%。沪铜指数截止到周五日盘收于 49290
元/吨，收跌 5.23%；截止到周五夜盘收于 49510 元/吨，收跌 4.78%。
2、 行业信息


中国 6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微降，制造业景气度承压。



欧盟在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如若美国征收惩罚性汽车关税，那么欧盟将和其他主要经
济体一同对此展开反制措施，可能涉及 2940 亿美元的贸易，占 2017 年美国商品出口的 19%。



据 SMM 调研，6 月铜下游行业 PMI 综合指数终值为 46.49，较预期初值下降 0.52，为自今年 3 月份以来
首次跌落至荣枯线下方。预期 7 月铜下游行业 PMI 综合指数为 47.23。



据 SMM 近期调研，国内粗铜加工费到场报 1600-1800 元/吨，进口 CIF 报 200-220 美元/吨。



人民币再度大跌：离岸一度跌破 6.69 日内跌超 500 点。



沙特 6 月石油产出创近五年最大增幅 OPEC 整体产出稳定。



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创 2004 年来次高 关税成制造商“压倒性”
担忧。
6 月美国 ISM 制造业指数升破 60.0，
是仅次于今年 2 月的 2004 年以来第二高水平，也高于市场预期值 58.5，显示制造业连续 22 个月扩张。



国务院印发"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 200 万辆左右。



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暂时部分解禁。



北京时间 4 日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升破 6.67，3 日早盘曾狂泻 504 点跌破 6.73，当天下午大反弹，一
度较日内最低点回涨近 800 点。3 日央行行长易纲和副行长潘功胜的表态被央媒称为市场的定心丸。



沙特内阁确认必要时动用石油闲置产能，油价急跌。



中国海关昨日“提前”披露本应在 7 月 13 日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增速大幅下降。



Chuquicamata 工会第三号秘书米格尔·维利兹在电话中说，Codelco 在智利的 Chuquicamata 矿将罢工
并停工 24 小时，罢工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发生。维利兹还称，如果 Codelco 不与员工坐下来进行谈判的
话，停工时间可能会超过 24 小时。Chuquicamata 是 Codelco 旗下的第二大矿山。



6 月财新服务业 PMI 为 53.9 创四个月新高。



人民币持续猛涨：在岸盘中逼近 6.60 离岸大涨逾 400 点。本周三、中国央行多名官员就汇率问题进行预
期引导次日，在岸接连升穿 6.63、6.62、6.61 关口，逼近 6.60。离岸日内曾涨逾 400 点，一度涨破 6.62。



默克尔对特朗普发出严重警告：应避免将贸易冲突演变为一场真正的战争。7 月 4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称，
美国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比对钢铝加征关税要“严重得多”，贸易冲突不应当升级为贸易战争，为了避免
发生这种情况，双方均需做出努力。



从 4 日举行的河北省推进去产能调结构转动能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后三年，河北省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去
产能工作，实施“432511”工程，即压减退出钢铁产能 4000 万吨、煤炭 3000 万吨、平板玻璃 2300 万
重量箱、水泥 500 万吨、焦炭 1000 万吨、火电 150 万千瓦。



7 月 4 日消息，印尼矿业部一官员表示，美国自由港麦克默伦铜金矿公司(Freeport McMoRan Inc)旗下
印尼子公司 PTFI 的营运许可被延长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因关于 Grasberg 铜矿的谈判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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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在岸离岸双双跌超百点 昨日中间价大幅上调 415 点。



美联储 6 月会议纪要：重申渐进加息 越发担心贸易风险。在美东时间 7 月 5 日本周四公布的 6 月美联储
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与会者总体认为美国经济已很强健，可能适合渐进加息。大部分人担心，贸易政策
相关风险可能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支出。多人提到，新兴市场和欧洲部分地区政治经济动荡是经济的下行
风险。多人认为继续监控收益率曲线很重要。



埃斯康迪达事务主管帕特里西奥•维拉普兰在智利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表示，必和必拓与世界最大
铜矿埃斯康迪达(Escondida)工会官员之间的工资谈判“气氛非常好”
。双方希望能达成协议避免去年罢工
的重演，薪资调整必须与生产力挂钩，矿场必须适应更低品位的矿产，还须重拾竞争力。



EIA 原油库存意外增加 美油短线直线下跌。美国 6 月 29 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意外增加 124.5 万桶，预期
减少 500 万桶。



据 SMM 调研数据显示，6 月份铜杆企业开工率为 81.06%，环比增加 0.64 个百分点，同比增加 8.1 个百
分点。预计 7 月铜杆企业开工率为 80.87%，环比下降 0.19 个百分点。



【6 月挖掘机产品销量同比涨幅近六成】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2018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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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3 台，同比涨幅 60%。6 月，
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4188 台，同比涨幅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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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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铜精矿供应预期趋于谨慎乐观
上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下降。其中 LME 铜库存减少 1.9 万吨，至 27.5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4.0 万吨。同
期 SHFE 库存减少 0.5 万吨至 25.9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 7.6 万吨。COMEX 库存减少 0.1 万吨至 20.2 万吨，
比去年同期高 5.4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减少 2.6 万吨，达到 73.6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9.0 万吨。根
据我的有色网的数据，上周上海保税区库存增加 1 万吨至 51.3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3.8 万吨。现货市场周二
盘面开启下跌态势，5 万元左右的铜价符合下游终端消费的低位补货意愿，隔月价差在 150 元/吨，也适合贸
易商交割前的买货推升水的意愿，市场成交氛围回暖，但随后盘面大幅下泄破位，市场畏跌情，下游谨慎，买
单量逐日下降。好铜转为升水，也抑制了贸易商对后市买现抛期的空间，市场成交活跃度先扬后抑。上周五洋
山铜溢价均价周度环比下降 3 美元/吨至 70.5 美元/吨。上周人民币兑美元探底回升，沪伦比值冲高回落，进
口亏损略有收窄，基本上在亏损 500 元/吨以内。
截止上周五，现货 TC 升至 90 附近后势头有所放缓，但是市场对下半年铜精矿供需结构的看法已经发生了
转变。Escondida 的劳资谈判存在陷入僵局，工会再次罢工的风险。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意外因素，下半年铜
精矿市场将呈供应宽松态势，现货 TC 将保持高位。
中国上半年精炼铜产量两位数增长
2018 年 6 月 SMM 中国精铜产量为 72.25 万吨，环比减少 3.32%，同比增加 10.47%，上半年累计产量
为 432.61 万吨，累计同比增长 12.9%。 如上月预期一致，6 月中国精铜产量因部分企业检修、设备故障、环
保技改等因素出现下滑，虽金昌冶炼厂投产带来部分新增量，但难以扭转总体产量回落。5 月 29 日青海铜业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吨阴极铜项目投料进入试生产阶段，但 6 月尚未有精铜产量输出。据 SMM 所知，近
5 年内中国最大的铜冶炼项目，中铝东南铜业有限公司宁德 40 万吨铜冶炼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顺利点火
试车，精铜产出尚需时日。 据各炼厂 7 月排产，金川集团、富冶集团、五矿铜业、张家港联合铜业计划产量
减少，7 月中国精铜产量将进一步下滑。SMM 预计 7 月中国精铜产量为 71.28 万吨，同比增加 12.61%，1-7
月累计产量在 503.89 万吨，同比增幅 12.8%。
整体来看，上半年供应较之前预期来的宽松，主要原因在于上半年矿山产量未受供应中断事件影响，同时
国内冶炼产能充足，精炼铜产量同比增长较快。下半年如果铜价保持在 6000 美元/吨以上，同时智利矿山劳资
谈判能够顺利解决，预计矿山供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全球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下半年铜需求或受抑
为回应美国 6 月初对欧盟的钢铝关税大棒，欧盟 6 月 22 日决定对总额 28 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25%关
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 20%关税。此后，围绕汽车关税的争论与反制措施不绝于耳。欧
盟 7 月 2 日强势回应称，
如果特朗普以惩罚性关税打击汽车进口，欧盟将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同展开反制措施，
可能涉及 2940 亿美元的贸易，相当于 2017 年美国商品出口的 19%。但三天后，经过双方私下的非正式谈判，
7 月 5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 20%关税的回应，她准备支持欧盟削减对美
国汽车的进口关税。美国的重要盟友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 40 个国家此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对美国
加征汽车关税表达忧虑。
“美国的行为可能严重破坏全球市场，引发连锁效应，最终或导致多边贸易体系全面
崩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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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美国开始对中国 340 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这是中美双方在准备进行数月甚至
数年的贸易战中打响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枪。在上述关税措施生效几分钟后，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指责美
国“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并表示中方被迫反击。中国商务部称：
“中方承诺不打第一
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
”报道称，中国商务部此前誓言将
对美国商品采取对等措施，官员们 6 日早些时候表示，在美国关税生效后，中国将立即加征关税。
美国时间 7 月 6 日下午 3 点，也就是在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后 15 小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向
对华征税产品启动个别豁免的申请程序。该声明貌似中美贸易争端仍有转圜余地，但美国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
的根本出发点从未改变，始终是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和“中国制造 2025”相关的具有战略意义
的产业进行打压，这注定了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的属性。
7 月 2 日晚间，海关总署发布信息称，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 5.4%，增速较去年
同期下降 13.9 个百分点。其中，6 月份对美出口增长 3.8%，增速下降 23.8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中国对美货物
贸易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中国 6 月财新制造业 PMI 录得 51，较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各分项指标中，新订
单增速放缓，受海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收缩区间，6 月创下年内新低。在中
美贸易冲突升级背景下，出口形势日益严峻。
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上周铜价连续第四周下跌，伦铜创近一年新低，沪铜则触及年内前低。中国经济下行和贸易战不确定性的
压力仍在，使得铜价持续下跌。之前支撑铜价的供给端的推动，边际影响减弱。虽然智利矿山谈判导致供应中
断的可能性仍在，但预计难以改变期铜价格偏弱格局。中美贸易冲突升级背景下，中国出口形势趋于严峻。国
内消费、净出口和投资这三大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动能都在减弱。金融去杠杆使得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债务压
力进一步上升，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减弱。全球贸易战升温，贸易政策相关风险将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支
出。欧美逐渐退出货币宽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从盘面看，沪铜在年内前低附近暂时获得支撑，但除非中国有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新的刺激政策出台，同
时中美贸易争端降温，铜价仍将下跌。而国内目前来看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同时美国遏制中国制造业发
展的长期战略格局难以改变。本周关注中国六月社融、信贷、CPI 等经济数据，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中
国经济前景仍是影响铜价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关注智利矿山谈判进展。本周在之前连续四周下跌后或迎来技
术性反弹，等待逢高抛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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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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上周数据延迟公布)

数据来源：SMM 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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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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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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