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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周铜价强势反弹。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 2000 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后，靴子落地，铜价走强。一方面市场认为关税力度不如之前的最坏预
期，另外一方面，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将推出更多的稳增长措施，以对冲中美贸易
争端升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库存自 7 月以来快速下行，保税区铜库
存仓单流通货源紧张，而现货市场备货需求旺盛，也令铜价在中国两节到来前强
势上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虽然在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边际放松，但目
前仍然力度有限。政府强调稳投资不是要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基础设施领域
的投资聚焦补短板、调结构，要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在政府降杠杆方向不变的情
形下，投资、消费领域仍难出现趋势性转变。房地产市场在持续的调控政策下，
压力也逐渐显现。铜价自 6 月中旬以来铜价下跌，8 月下半个月以来基本维持在
6000 美元/吨附近，下游逢低补货，为传统消费旺季和预期中的政府加大基建投
资力度做准备，如果库存变动方面已经反应市场预期，则进入十月份以后铜价将
逐渐失去反弹动能重新走弱，关注境内外库存变动情况。下周美联储 9 月议息会
议大概率加息，关注议息会议声明中的政策指引。下周仅有四个交易日，预计国
庆节前铜价仍震荡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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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1、 一周市场综述
上周铜价强势反弹，
伦铜重新站上 6000 美元/吨上方。
周一美国政府宣布从 9 月 24 日起对来自中国的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并从明年起上升至 25%。新一轮贸易关税争端没有预期严苛。同时市场预期中国
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抵消贸易战对经济的冲击。靴子落地后铜价大幅反弹。两节前下游有备货需求，保
税区可流通仓单货源已不多，三大交易所库存均出现下滑，伦铜在周五夜盘时分大涨。上周伦铜收于 6337.5
美元/吨，上涨 7.32%。沪铜指数截止到上周五日盘收于 49590 元/吨，上涨 2.35%。周五夜盘因中秋节放假
休市。
2、 行业信息


中国 8 月份精炼铜产量 74.9 万吨，同比增长 10.5%，环比上升 2.3%。1-8 月份总产量为 584 万吨，同比
增长 11.4%。



美加 Nafta 谈判再现波折：加总理称将捍卫奶制品保护体系。加拿大外长 Freeland 本周前往华盛顿会见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依旧致力于月底前达成 Nafta 协议。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强调将捍卫奶制品
保护体系，与上周同意让步的态度有所矛盾，美元兑加元维持 1.30 关口上方，日内上涨。



中国央行意外实施 2650 亿元 MLF，利率持平于 3.30%。分析师表示，央行投放 MLF 既在于应对中秋及
国庆假期的资金需求，也在于对冲地方债的大量发行，防止资金面过度收紧。



贸易消息冲击：离岸人民币跌破 6.89，美国股指期货下挫。受最新消息影响，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 6.89
关口，美股期货走低。临近 3 点时，受消息影响，离岸人民币跌破 6.87，较日内高位回落接近 150 点；
美股跌幅扩大，纳指和标普双双刷新日内低位。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铜库存较上日减少 7775 吨或 3.5%，为 5 月份来最大百分比降幅。



9 月 18 日下午 15 点，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 稳定有效投
资”有关工作情况。总体来说，发改委回应称，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还将继续加强，稳投资还将持续
加码，有望迎来新一轮政策支持。此外，交通基建领域力争再新开工一批重大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积极
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决定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指出美方不顾国际国内绝
大多数意见反对，宣布自 9 月 24 日起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进而还要采取其他
关税升级措施。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9 月 19 日发布了第二十批限制进口类固废批文，本次批文中涉及废铜相关企业四十余家，均位于宁波、
台州两地，所获批量 16.46 万吨。巨东与齐合天地两大拆解巨头再次获得批量，俩巨头获批量占此次批文
约 43%。截至目前，今年累计发放批量 90.32 万吨，累计同比减少 69.95%。



美国 8 月新屋开工为 128.2 万户，创三个月新高。
。



日本央行行长：达到通胀目标之前不会退出宽松 可以承受雷曼兄弟规模的冲击。



日本央行按兵不动 称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极低利率水平。



李克强：中国决不会走靠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路。



2018 年 9 月 18 日，人民银行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银行服务民营企业的情况和相关意见建议。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强调，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做好金融服务工作。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策要求上来，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贷款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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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等方面一视同仁。


欧元区 9 月制造业初值回落至 53.3 创两年新低。欧元区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回落至 53.3，不及预期 54.5
和前值 54.6。9 月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4.7， 预超过期和前值。法国制造业 PMI 初值低于预期，更是创
下三个月新低，该国私营部门的产出增长降至 2016 年 12 月以来最低水平。德国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也
回落至 53.7，创 25 个月新低。



9 月 21 日，中国首个工业品期权品种！铜期权正式上市。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贺词中表示，铜期权的
推出， 对于提升我国铜期货市场定价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铜期权上市首日成交逾 3.6 万手，持仓量逾 1
万手。



【上海铜保税库库存连降 6 周】据 SMM 调研了解，本周五（9 月 21 日）上海保税区铜库存环比上周五
减少 1.40 万吨至 39.6 万吨，截止日前，保税区库存已经连降 6 周，进口窗口已连续三周打开，进口铜持
续涌入国内。



李克强：稳投资不是要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李克强在 9 月 18 日的国常会上强调，稳投资不是要走过
度依赖投资的老路，但也不能不要投资。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当前要聚焦补短板、调结
构，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并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



伦敦 9 月 21 日消息，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在最新的月报中称，今年 6 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4.5
万吨，而 5 月为短缺 5.0 万吨。ICSG 报告称，今年前六个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5.1 万吨，去年
同期短缺 14.8 万吨。中国 6 月保税铜库存短缺 4.8 万吨，5 月为短缺 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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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预测：
1、 行情分析与展望
一、三大交易所库存下降，进口盈利窗口打开
截止到 9 月 21 日当周，
上期所库存量比上周减少 2.4 万吨至 11.1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3.0 万吨。同期 LME
库存减少 0.9 万吨至 21.7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9.2 万吨，COMEX 仓库库存减少 0.5 万吨至 16.1 万吨，比去
年同期低 1.5 万吨。三大交易所总库存减少 3.7 万吨，达到 48.9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13.7 万吨。上海保税区
的铜库存则减少 0.6 万吨至 40.7 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10.2 万吨。
现货方面，上周升水先扬后抑。周初报贴水 150 元/吨~升水 10 元/吨，进口盈利窗口持续打开，市场货
源丰富但交割日的贴水状态吸引贸易商入市，贸易引领表现交易活跃。面临中秋及国庆长假，长单交付完成也
仅剩几个交易日，整体市场面临各种消费预期，挺高升水是持货商的意愿趋势。周四开始，下游畏高情绪抑制
买盘，持货商急于换现主动调降报价急于成交，高升水回落至 100 元/吨~190 元/吨。上周洋山铜溢价均值从
周初的 96 美元/吨上升至周四的 120 美元/吨，为 3 年以来的高位。同时上周五 LME 现货对 3 月电子盘期货
贴水转为升水 16.5 美元以上。上周美元震荡下行，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在岸人民币周度对美元升值 0.17%，
沪伦比值下降至 8 附近，进口从周一的近 600 元/吨逐渐收窄至 100 元/吨附近。
截至 9 月 21 日当周，SMM 铜精矿现货 TC 报 88-93 美元/吨,RC 报 8.8-9.3 美分/磅，较上周持平。铜精
矿市场相对清淡，各大中冶炼厂库存基本备足，没有较强的采购欲望。
二、上半年全球铜市短缺 5.1 万吨，消费需求增长疲软
伦敦 9 月 21 日消息，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在最新的月报中称，今年 6 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4.5
万吨，而 5 月为短缺 5.0 万吨。ICSG 报告称，今年前六个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5.1 万吨，去年同期
短缺 14.8 万吨。中国 6 月保税铜库存短缺 4.8 万吨，5 月为短缺 4 万吨。
根据 ICSG 的统计数据，6 月份全球矿山产量 170.8 万吨，同比增加 3.8%。1-6 月累计产量 1001.7 万吨，
同比增加 4.3%。6 月全球矿山产能 205.2 万吨，同比增加 1.6%。6 月份全球精炼铜产量 195.3 万吨，同比增
加 1.5%。1-6 月累计产量 117.1 万吨，同比增加 1.6%。6 月份全球精炼铜消费量 199.8 万吨，同比增加 0.1%。
1-6 月累计消费量 1176.2 万吨，同比增加 1.2%。
三、8 月精炼铜产量延续同比稳步增长，废铜进口延续下降
中国 8 月份精炼铜产量 74.9 万吨，同比增长 10.5%，环比上升 2.3%。1-8 月份总产量为 584 万吨，同比
增长 11.4%。中国 8 月份铜材产量 148.3 万吨，同比增长 13.4%，环比下降 0.2%。1-8 月份总产量为 1091.6
万吨，同比增长 12.7%。
8 月精铜产量环比略降，主要因为赤峰金峰、福建紫金临时检修安排，张家港联合铜业因限产依旧未恢复
正常。5 月底投料试运行的西矿青海铜业 8 月电解铜几无产出，年内新扩建精炼产能 88 万吨/年，包括 9 月底
即将重启的广西有色，截止到 8 月底，仅 38 万吨年度产能的设备（豫光金铅、西矿青海、新金昌、中原黄金
冶炼厂）有电解铜输出，在现货铜精矿 TC/RC 持续上涨下，四季度电解铜产量增长可能较大，目前现货铜精
矿 TC 在 87-93 美元/吨，处于近 1 年多以来的高位，表明现货铜精矿当下较为宽裕。
8 月进口废铜 22.49 万实物吨，环比减少 3.21%，同比下降 27.4%。1-8 月累计废铜进口量为 160.7 万吨，
累计同比下滑 34.4%。8 月平均含铜品位 57.2%，废六类铜金属量占比约 83%，废七类铜金属量占比约 17%。
今年 1-8 月累计进口废铜 91.56 万吨左右金属量，同比下降约 4-5 万吨左右金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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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发布了第二十批限制进口类固废批文，本次批文中涉及废铜相关企业四十余家，均位于宁波、
台州两地，
所获批量 16.46 万吨。巨东与齐合天地两大拆解巨头再次获得批量，俩巨头获批量占此次批文约 43%。
截至目前，今年累计发放批量 90.32 万吨，累计同比减少 69.95%。
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8 月份我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值为 2803 亿元，同比下降 13.7%,
降幅比上月收窄 2.8 个百分点。电源投资 1305 亿元，同比下降 10.9%，降幅扩大 9.5 个百分点。
2018 年 9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发挥重点电网工程在优化投资结构、清洁能源消纳、电力精准扶贫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将加快推进青海-河南特直、张北-雄安特交等 9 项重点输变电工程建设。
2、交易策略和建议
上周铜价强势反弹。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 2000 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靴子落地，铜价
走强。一方面市场认为关税力度不如之前的最坏预期，另外一方面，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将推出更多的稳增长措
施，以对冲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库存自 7 月以来快速下行，保税区铜库存仓单流
通货源紧张，而现货市场备货需求旺盛，也令铜价在中国两节到来前强势上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虽
然在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边际放松，但目前仍然力度有限。政府强调稳投资不是要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基
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聚焦补短板、调结构，要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在政府降杠杆方向不变的情形下，投资、消费
领域仍难出现趋势性转变。房地产市场在持续的调控政策下，压力也逐渐显现。铜价自 6 月中旬以来铜价下跌，
8 月下半个月以来基本维持在 6000 美元/吨附近，下游逢低补货，为传统消费旺季和预期中的政府加大基建投
资力度做准备，如果库存变动方面已经反应市场预期，则进入十月份以后铜价将逐渐失去反弹动能重新走弱，
关注境内外库存变动情况。下周美联储 9 月议息会议大概率加息，关注议息会议声明中的政策指引。下周仅有
四个交易日，预计国庆节前铜价仍震荡偏强。操作上节前逢低短多，或暂时观望，等待节后重新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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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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口铜精矿 TC 走势图

数据来源：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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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源：wind 东吴期货
CFTC 非商业净持仓（截止到 9 月 18 日）

数据来源：CFTC wind 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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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月铜材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全球矿山产量走势图

中国当月精炼铜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 东吴期货
中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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