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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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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南海地区到货偏少，电解铝库存较上周四下降 1.7 万吨。11 月 7 日，SMM 统计
国内电解会库存（含 SHFE 仓单）
：上海地区 14.5 万吨，无锡地区 23.1 万吨，
杭州地区 5.5 万吨，巩义地区 5.8 万吨，南海地区 27.9 万吨，天津 5.3 万吨，
临沂 0.6 万吨，重庆 2.6 万吨，消费地铝锭库存合计 85.3 万吨，较上周四下降
1.7 万吨。
 消费趋缓，本周四铝棒库存环比上周四下降 0.39 万吨。SMM 数据显示，11 月 7
日全国主要消费地区 6063 铝棒库存：佛山地区 5.15 万吨，无锡 2.05 万吨，常
州 1.64 万吨，湖州 1.20 万吨，南昌 1.19 万吨，五地合计 11.24 万吨，相较于
上周四下降 0.39 万吨。
 赞比亚政府 11 月 6 日取消了一项争论不休的计划，即允许在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畔的一个国家公园建设一座大型铜矿。就在一周前，澳大利亚高等法院
批准将姆文贝希资源公司（Mwembeshi Resources）在赞比西国家公园（Lower
Zambezi National Park）建设一座大型铜矿。赞比西国家公园是濒危野生动物
的避风港，每年吸引数千名游客。Mwembeshi Resources 公司在迪拜注册，但归
总部位于中国的 Grand Resources Ltd.所有。
 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 Cochilco)：9 月份，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产铜
14.53 万吨，同比增长 7.5%。该公司今年前九个月的铜产量同比下滑 6.7%,为
120 万吨。9 月份，必和必拓旗下 Escondida 矿场产铜 10.01 万吨，同比下滑
7.4%。 9 月份，智利 Collahuasi 矿场产铜 4.88 万吨，同比下滑 4.5%。
 财联社 11 月 7 日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外透露说，过去两周中美双方牵
头人就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认真、建设性的讨论，同意随协议进展，
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高峰说，如果(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当根据
协议内容，同步等比率取消已加征关税，这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高峰表示，
中方对于关税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贸易战由加征关税而起，也应由取
消加征关税而止。至于第一阶段取消多少，可以根据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来商
定。高峰认为，双方按协议取消加征的关税，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利于中美
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利于生产者也有利于消费者。
 11 月 6 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非农生产率年化季环比下
滑 0.3 个百分点，创下 2015 年四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也是近四年以来首次下
滑。二季度非农生产率增幅被上修至 2.5%，此前为 2.3%，这也是三季度生产率
下滑的原因之一。数据公布前，分析师对三季度非农生产率的预期中值为上升
0.9%。
 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下调欧元区增速预测，称受全球贸易冲突、地
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英国脱欧影响，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可能低于此前预期。
欧盟委员会预计，由 19 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速为 1.1%，较 5 月
时的预测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2020 年增速预计为 1.2%，此前预测值为 1.5%。
欧盟委员会在秋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表示，与上期预测相比，出现比较大转变的
是，目前不再预计增速将在未来两年出现大幅反弹，由于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
诸多因素将持续影响。欧盟委员会称：" 最重要的是，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和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达到创纪录水平，可能对世界贸易造成了持久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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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资讯
11 月 7 日，上海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升水 60~升水 100 元/吨，平水铜成交价
格 47080 元/吨~4714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7110 元/吨~47160 元/吨。隔夜沪
期铜高位回吐了部分涨幅，今日立足于 47000 元/吨上方徘徊整理，早市持货商平
水铜报价升水 80 元/吨，好铜升水 100~110 元/吨，好铜百元以上依然乏人问津，
不久就主动降至升水 90~100 元/吨，活跃度依然难以提升。平水铜受到贸易商的积
极询价，被压价至升水 70 元/吨左右，10 点左右一度在升水 60~65 元/吨水平吸引
贸易商的收货意愿，第二交易时段后，平水铜低于升水 70 元/吨的货源已难觅，下
游在今日铜价下跌 200 多元的情况下，略微增加了采买量，湿法铜大多成交于平水
~升水 20 元/吨区间。尽管沪期铜有所回调，但市场普遍对后市抱谨慎看空的观
点，隔月价差保持在 70~80 元/吨区间，上半周超百元的升水格局显现出货换现压
力也是预期之中，但贸易商压价在低升水补货的意愿不变。下午由于市场低价收货
表现积极，持货商趁机抬价，下午市场已难觅低价货源，随着生谁的回升成交再度
回归僵持。下午平水铜报升水 80-升水 90 元/吨，好铜报升水 100-升水 110 元/
吨，成交价格在 47140 元/吨-47220 元/吨区间。
现货市场，期铝当月午前波动较大，第二交易阶段涨幅明显。早间上海及无锡两地
持货商现货试探性报价于 14130-14140 元/吨，成交稀少，随着市场指导价发布，
现货报价开始集中在 14090-14110 元/吨之间，与昨日价格基本持平，对盘面贴水
50-贴 20 元/吨之间，11:00 之后期铝继续上涨，但此时市场成交热度回落，实际
成交已大幅减少，杭州地区成交价在 14090-14110 元/吨之间，成交清淡。此外，
因临近交割而市场可交割货源较少，可交割品牌铝锭现货成交价在 14150-14160 元
/吨附近，高于其他品牌接近 60 元/吨，较为紧俏。今日持货商出货意愿较强，但
中间商大贴水接货依旧相对积极，双方交投活跃，但下游今日表现平静，观望情绪
浓厚，接货不多。午后期铝冲高回落，市场较为清淡，少量持货商出货报价在
14110-14150 元/吨之间，对盘面贴水 100 元/吨附近，14110 元/吨附近少量成交，
14150 元/吨几无成交，可交割品牌铝锭报价在 14200 元/吨附近，对盘面平水。
市场分析

中美同意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铜价上涨
铜：周四铜价震荡回落，伦铜收于 6001 美元/吨，创 8 月以来新高，收涨 1.98%。沪
铜主力 1912 合约收盘价计，日盘收跌 0.08%，夜盘收涨 0.66%。昨日日盘收盘后在
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
段取消加征关税。因中美贸易协议前景乐观，昨日欧美时段风险资产上涨，避险资
产金银大跌。因人民币大涨破 7，沪伦比值下调。受全球贸易冲突、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和英国脱欧影响，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速下调至 1.1%。智利 Codelco 今年 9 月铜产
量为 145,300 吨,同比增加 7.5%，但前九个月的铜产量同比下滑 6.7%。关注今日即
将公布的中国 10 月贸易帐及铜进口数据。
【操作策略】逢低做多，止损 47000 元/吨。

临近交割货源偏少，沪铝近强远弱
铝：周四铝价高位剧烈震荡，伦铝收涨 0.42%；沪铝主力 1912 合约以收盘价计日盘
收涨 0.18%，夜盘收涨 0.04%。外盘伦铝受中美贸易谈判进展提振而走强。内盘近强
远弱，临近交割而市场可交割货源较少，近月合约走势强劲。而预期随着新增和复
产产能增加，供应扩张，而需求将季节性转弱，供应过剩忧虑上升。新疆信发电解
铝厂 50 万吨产能预计 11 月 15 日开始通电复产，12 月底复产完成。社会库存预计
去化速度将逐渐放缓，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除了广东南海因到货较少下降 1.9 万
吨以外，其他地区总量不降反增。【操作策略】正套买 12 合约卖 02 合约获利减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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