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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 宏观面：宏观面来看，近日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2018年全年经济数据。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为6.4%，
全年增长率约为6.6%，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90万亿元。虽然全年GDP增速呈下滑态势，但基本包含在预期之
内。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增速较1-11月回落0.1个百分点。

➢ 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来看，截至上周五SMM干净矿现货报价88-93美元/吨，TC基本维持在90美元/吨左右
，由于春节将至铜精矿现货市场成交较为清淡。大部分大厂表示年前不会再有采购计划，而小厂由于并无定价
权，所以年前TC基本会保持现有价格不变。铜精矿消息面来看，近日智利冶炼厂丘基马基塔的环保升级进度将
推迟，原计划于2月份恢复开工的冶炼厂将推迟至3月份，届时将会有更多铜精矿流入市场，为TC提供支撑。截
至上周五，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5.65万吨，单周增加2.43万吨。其中LME库存增加1.11万吨，上期所库存增加
1.88万吨，淡季累库态势逐渐显现。

➢ 策略：综合来看，短期宏观预期较之前乐观程度有了一定的提升，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很有可能会有较大的进
展，但是淡季累库态势凸显，下游消费疲弱，这将于一季度对铜价持续产生压力。预期本周铜价偏强运行，沪
铜运行区间为46000元／吨－49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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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面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21日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WEO)，以“全球扩张趋弱”为题，分别下调2019、2020年全球经
济增速预期0.2和0.1个百分点至3.5%和3.6%，这也是继去年10月IMF两年内首次调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之后的再度下调。融资环
境收紧、贸易不确定性、英国“硬脱欧”等风险等都被认为是经济下行的触发因素。

三大经济体PMI 三大经济体CPI



宏观面

➢ 美国时间25日，美国史上最长政府停摆结束。据美联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上签署了一项为期3周的临时支出法案，美国
政府将重新开门至2月15日。这一临时法案不包括特朗普要求拨款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内容。在未来3周，国会将继续
就边境墙预算进行协商，如果美国两党就此问题无法达成协议，三周后政府或将再次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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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铜精矿消息面来看，近日智利冶炼厂丘基马基塔的环保升级进度将推迟，原计划于2月份恢复开工的冶炼厂将推迟至3月份，届时
将会有更多铜精矿流入市场，为TC提供支撑。SMM干净矿现货报价88-93美元/吨，TC基本维持在90美元/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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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月中国进口了5,236吨美国废铜，较11月的4,580吨增加14.3%，但仍不及2017年12月进口的
60,440吨的十分之一。2018年全年，中国共计从美国进口了351,517吨废铜，较2017年的535,371吨减少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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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精炼铜与不含税废铜价差为

4530元/吨，精废价差持续缩减，废铜拆解厂已经

陆续放假，废铜供给出现减少。

➢ 精废价差缩减主要源于精铜价格的下跌，而废铜表

现地相对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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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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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2日表示，扩大居民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增进汽车、

家电热点消费，扩大服务消费，扩展租赁住房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网上网下融合消费、个性化消费等。汽车、金融这些领域，

开放的措施还会扩大。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外商投资重大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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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5.65万吨，单周库存上升2.43万吨。其中COMEX库存持续下降，单周库存下降5680吨
至9.05万吨，已经跌破10万吨低位；LME库存截止1月25日为14.63万吨，单周上涨1.1万吨；上期所库存出现回升，目前库
存为11.97万吨。累库格局开始凸显。

➢ 保税区库存上周出现回落，截止1月18日保税区库存为46.3万吨，单周减少库存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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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观面：宏观面来看，近日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2018年全年经济数据。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为6.4%，
全年增长率约为6.6%，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90万亿元。虽然全年GDP增速呈下滑态势，但基本包含在预期之
内。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增速较1-11月回落0.1个百分点。

➢ 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来看，截至上周五SMM干净矿现货报价88-93美元/吨，TC基本维持在90美元/吨左右
，由于春节将至铜精矿现货市场成交较为清淡。大部分大厂表示年前不会再有采购计划，而小厂由于并无定价
权，所以年前TC基本会保持现有价格不变。铜精矿消息面来看，近日智利冶炼厂丘基马基塔的环保升级进度将
推迟，原计划于2月份恢复开工的冶炼厂将推迟至3月份，届时将会有更多铜精矿流入市场，为TC提供支撑。截
至上周五，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5.65万吨，单周增加2.43万吨。其中LME库存增加1.11万吨，上期所库存增加
1.88万吨，淡季累库态势逐渐显现。

➢ 策略：综合来看，短期宏观预期较之前乐观程度有了一定的提升，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很有可能会有较大的进
展，但是淡季累库态势凸显，下游消费疲弱，这将于一季度对铜价持续产生压力。预期本周铜价偏强运行，沪
铜运行区间为46000元／吨－49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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