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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 行情回顾：沪铜12月份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行情走势，12月初受G20利好消息刺激最高攀升至50790元/吨的高位，后来由于受
宏观经济担忧以及下游消费疲弱影响，最低于12月28日跌至47970元/吨，跌幅达5.5%；伦铜相比沪铜波动率更大一些，跌
幅达7.3%。

➢ 宏观面：宏观面上来看，日前三大经济体12月PMI数据相继出炉，数据全都不符合预期。中国12月PMI更是2018年以来首次
跌破荣枯线以下。财新PMI与官方制造业PMI也是保持了一致性，1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49.7，低于
11月0.5个百分点，侧面反映目前企业生产以及需求的确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中美双方将从1月7日开始正式贸易谈判，谈判结
果将对铜价产生深远影响，为宏观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 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来看，CSPT小组近期召开会议决定了2019年一季度TC地板价，敲定一季度地板价为92美元/吨，较
上季度涨2美元/吨，主要源于目前冶炼厂采购意愿不太强。不过近期印度绿色法庭重新审判韦丹塔事件，印度冶炼厂韦丹塔
有可能会在今年一季度重新启动，届时TC可能会出现转向。截至12月31日，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6.1万吨，单月库存仅下降
4.35万吨，相比之前下降幅度大幅减小。不出意外，在2019年一季度将会形成累库。虽然在2019年上半年会有部分冶炼厂进
行检修，但是相比往年影响的产量也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叠加下游消费萎靡不振，库存继续减少的概率不大。

➢ 策略：1月份宏观不确定性扩大，如果中美谈判进展不利，对铜价将会产生进一步打击；不过近期央行再次降准解决了部分企
业资金难的问题，为市场带来利好。伴随着春节即将到来，铜大概率将迎来累库，对铜价有较大压力。预计一月份铜价偏弱
运行，沪铜运行区间为45000元/吨-49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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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铜结算价

行情回顾

➢ 沪铜12月份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行情走势，12月初受G20利好消息刺激最高攀升至50790元/吨的高位，后来随着利好情绪消
退以及华为事件的影响，逐渐回落至49000元/吨附近，12月下旬出于对宏观经济以及终端消费的担忧开启了新一轮的下跌
之势；伦铜走势与沪铜走势基本相同，最高于月初到达6352美元/吨的高位，最低一度到达5887.5美元/吨的低点，跌幅达
7.3%。

SHFE铜结算价



宏观面

➢ 2018年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属年内首次跌破荣枯线。制造业景气度减弱主要是市
场需求下行导致生产和需求双双回落，此外，部分企业进入生产淡季，进出口景气度走低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共同作用了
指数下行。2018年1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49.7，低于11月0.5个百分点，2017年6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
间。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一致。

➢ 欧元区12月制造业PMI与预期值51.4持平，但低于前值51.8，为2016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12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环比下滑1.5至53.8，是自2017年9月以来最低值。

三大经济体PMI
三大经济体CPI



宏观面

➢ 中美贸易团队即将恢复面对面磋商。美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在1月7日那一周前往北京，与中方举行贸易谈判。美国代表团将由副
贸易代表格里什带队，成员包括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27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
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磋商始终有条不紊、如期推进;1月除了密集的电话磋商外，双方确实做了面对面磋商的安排。

三大经济体GDP 美元指数



产业基本面

➢ 2018年9月全球铜矿产量为169.7万吨，较去年同比增加0.71%；2018年1-9月全球铜矿累计产量为1510.5万吨，较去年同
比增加2.67%。

全球矿山产量 矿山产能利用率

◆ 铜精矿供给



产业基本面

➢ 2018年9月中国铜矿进口量为193万干吨，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0.9%；2018年1-9月铜矿累计进口量为1499.1万干吨，
较去年同比增加19.5%。

铜精矿进口数量当月值 铜精矿进口数量累计值

◆ 铜精矿供给



产业基本面

➢ CSPT小组于近日召开会议，敲定一季度地板价为92美元/吨，较上季度涨2美元/吨。地板价继续走高，源于当下冶炼厂对于一季
度采购欲望不强，仅对3月到港的货源持较强兴趣，但是目前贸易商也收紧了报盘，双方较为僵持，TC有转向之势。

➢ 近日SMM干净矿现货TC报90-94美元/吨，较上周略下滑2美元/吨，现货市场成交氛围一般，冶炼厂春节原料已基本准备完毕，
市场等待Vedanta的复产进展。

铜精矿加工费 TC地板价

◆ TC



产业基本面

➢ 2018年11月国内精炼铜产量为76.8万吨，同比增长7.6%。1-11月国内精炼铜产量为817万吨，同比增长10.7%。

精炼铜产量当月值 精炼铜产量累计值

◆ 精炼铜产量



产业基本面

➢ 2018年9月国内精炼铜进口量为35.79万吨，同比增长23.21%。1-9月国内精炼铜进口量为279.44万吨，同比增长17.8%。

精炼铜进口量当月值 精炼铜进口量累计值

◆ 精炼铜进口量



产业基本面

➢ 受政策影响，2018年废铜进口审批愈发严格，致使2018年废铜进口量大幅减少。海关数据显示，9月进口废铜20万实物吨，
同比下降37.81%。 1-9月累计进口废铜178万实物吨，同比下降35.9%。

➢ 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等联合发布公告， 将废钢铁、铜废碎料、铝废碎料等8个品种固体废物从《非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目录》调入《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自此，2019年废七类将被禁止进
口，而废六类将被限制性进口。

废铜进口量当月值

◆ 废铜供给

废铜进口量累计值



产业基本面

◆ 精废价差

精废价差

➢ 截至2019年1月3日，精炼铜与不含税废铜价差为

4670元/吨，较之前出现了一定的缩窄，废铜对精

炼铜替代性减少。

➢ 精废价差缩窄主要源于精铜价格的大幅回落，而废

铜表现地相对抗跌。

➢ 2018年废七类审批量已经全部结束，今年累计发放

批文26批，废铜总批量为99.97万吨，累计同比减

少66.7%，2017年共发放批文11批，总批量为

300.58万吨。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

◆ 电线电缆

➢ 2018年1-11月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2262亿元，同比下降2.9%；2018年1-11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4511亿元，
同比下降3.2%，11月单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额为697亿元，相比于10月份的441亿元，大幅度增长。不出意外idehua，今年
电网所定的目标应该能完成。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空调产量 空调销量

◆ 空调

➢ 2018年11月空调产量为1519.8万台，同比上升7.6%，增速相较于2017年出现回落。
➢ 2018年11月家用空调销量为900.3万台，同比去年上升10.3%，但累计销量不太理想。
➢ 2018年空调数据持续疲弱，前期空调拉动铜消费的逻辑不太适用，预计2019年空调消费不容乐观，进入去库存周期。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汽车产量 新能源汽车产量

◆ 汽车

➢ 2018年11月汽车产量为258.2万辆，同比下降16.7%，数据相较之前进一步下降，10月份同比去年下降9.2%。

➢ 2018年10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7.34万台，同比上升42%。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房屋数据对比 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值

◆ 房地产

➢ 房屋数据出现分化，房屋新开工面积向上走，房屋竣工面积向下走。不同于螺纹钢水泥，铜铝等有色金属主要用于房屋建设后

半段，房屋竣工面积更具有参考意义。

➢ 2018年1-11月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值为6.69亿平方米，累计同比下降12.3%。



其他要素

➢ 截至12月31日，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6.1万吨，单月库存仅下降4.35万吨，库存去化速度减慢，2019第一季度大概率会形成
累库。其中COMEX库存下降地最快，单月库存下降2.7万吨至11.01万吨；上期所库存截止12月31日为11.87万吨，单月下降
1.23万吨；LME单月库存仅下降4000吨至13.22万吨。

➢ 保税区库存不断增多，截止12月28日保税区库存为45.9万吨，单月增加库存7.1万吨。

保税区库存三大交易所库存

◆ 库存



其他要素

➢ 截至12月18日，CFTC净持仓为空头2678张，在资金上空头表现的更加强势。其中非商业多头持仓为76807张，相较月初增
加了5187张；非商业空头持仓为79485张，相较于月初增加了8532张。

CFTC非商业净持仓（短期）CFTC非商业净持仓（长期）

◆ CFTC非商业净持仓



行情展望

➢ 行情回顾：沪铜12月份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行情走势，12月初受G20利好消息刺激最高攀升至50790元/吨的高位，后来由于受
宏观经济担忧以及下游消费疲弱影响，最低于12月28日跌至47970元/吨，跌幅达5.5%；伦铜相比沪铜波动率更大一些，跌
幅达7.3%。

➢ 宏观面：宏观面上来看，日前三大经济体12月PMI数据相继出炉，数据全都不符合预期。中国12月PMI更是2018年以来首次
跌破荣枯线以下。财新PMI与官方制造业PMI也是保持了一致性，1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49.7，低于
11月0.5个百分点，侧面反映目前企业生产以及需求的确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中美双方将从1月7日开始正式贸易谈判，谈判结
果将对铜价产生深远影响，为宏观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 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来看，CSPT小组近期召开会议决定了2019年一季度TC地板价，敲定一季度地板价为92美元/吨，较
上季度涨2美元/吨，主要源于目前冶炼厂采购意愿不太强。不过近期印度绿色法庭重新审判韦丹塔事件，印度冶炼厂韦丹塔
有可能会在今年一季度重新启动，届时TC可能会出现转向。截至12月31日，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6.1万吨，单月库存仅下降
4.35万吨，相比之前下降幅度大幅减小。不出意外，在2019年一季度将会形成累库。虽然在2019年上半年会有部分冶炼厂进
行检修，但是相比往年影响的产量也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叠加下游消费萎靡不振，库存继续减少的概率不大。

➢ 策略：1月份宏观不确定性扩大，如果中美谈判进展不利，对铜价将会产生进一步打击；不过近期央行再次降准解决了部分企
业资金难的问题，为市场带来利好。伴随着春节即将到来，铜大概率将迎来累库，对铜价有较大压力。预计一月份铜价偏弱
运行，沪铜运行区间为45000元/吨-49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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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700-0068

Text

➢ 上海陆家嘴东路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1号招商
局大厦1204室
电话：15026938653 

➢ 富阳营业部
杭州市富阳区江滨西大道10号1307
室
电话：13567133673 

➢ 安徽分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安徽国际金融
中心2502-03室
电话：0551-66199580

➢ 成都营业部
成都高新区吉泰五路88号香年广场
T2栋31层2、3号
电话：028-65785466

➢ 南京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88号新世界中
心A座1515A
电话：025-83191151

➢ 杭州古玉路营业部
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
21层D座
电话：0571-86623280



谢谢观看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

销售热线：15172542213（江经理）

公司网站：www.mfc.com.cn

产业研究中心：公众号mqdyjhello

研究员：郑非凡

从业资格证号：F3050769

Email：zhengff@mfc.com.cn

Tel：18501758896

http://www.mf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