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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点

➢ 宏观面：宏观面来看，中美贸易磋商将于2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从前两次谈判的情况来看，谈判还算顺利，
佐证了中美贸易磋商乐观的基调不会大变，之后谈判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再次确认。如果此次谈判能够释放出
利好消息，对于投资者信心以及铜价都将会是一次大的提振。美联储再次释放鸽派信号，预示2019年美国可能
暂停加息，进而压制美元上涨势头，利多铜价。

➢ 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来看，截至2月1日SMM干净矿现货TC报80-88美元/吨，较前值下降7美元/吨，下降
的原因源于非CSPT的中小型冶炼厂对铜精矿有一定的需求，且目前冶炼厂的产能投放还算正常，印度Sterlite的
复产也逐渐明朗化，卖方借机压低价格。不过春节过后，全球冶炼厂检修集中来临，且受强降雨影响,北部
Chuquicamata和 Ministro hales铜矿暂停运营，这对铜精矿TC都有较强的支撑。截止2月1日，三大交易所总
库存为37.65万吨，单月库存增加1.56万吨。预示着三大交易所将进入累库阶段，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增加
最多，单月增加库存2.4万吨。

➢ 策略：综合来看，中美贸易磋商的来临将稳固投资者乐观预期，智利国家铜业矿山受强降雨的影响产量将会出
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不及预期的累库速度对铜价也形成利多，预计2月份铜价偏强运行，运行区间为46500-
495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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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面

➢ 近日公布的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为48.3，低于2018年12月1.4个百分点，为2016年3月以来新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中国
制造业PMI为49.5，较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处在50的荣枯线下方。

➢ 欧元区1月制造业PMI初值50.5，为2014年11月来最低，预期51.4，前值51.4。欧元区1月服务业PMI初值50.8，为2013年8月来
最低，预期51.5，前值51.2。1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6.6，不仅高于前值的54.1，而且高于市场预期的54。
但有企业表示，对2019年经济放缓的担忧情绪正在加剧。

三大经济体PMI 三大经济体CPI



宏观面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
美方工作团队将于2月11日提前抵京。

三大经济体GDP 美元指数



产业基本面

➢ 2018年10月全球铜矿产量为172万吨，较去年同比减少2.77%；2018年1-10月全球铜矿累计产量为1684.8万吨，较去年
同比增加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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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国铜矿进口量为169.9万干吨，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4.36%；2018年1-11月铜矿累计进口量为1825.9万干
吨，较去年同比增加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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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2月1日SMM干净矿现货TC报80-88美元/吨，较前值下降7美元/吨，下降的原因源于非CSPT的中小型冶炼厂对铜精矿有一
定的需求，且目前冶炼厂的产能投放还算正常，印度Sterlite的复产也逐渐明朗化，卖方借机压低价格。

铜精矿加工费 TC地板价

◆ TC



产业基本面

➢ 2018年12月国内精炼铜产量为83.9万吨，同比增长4.5%。1-12月国内精炼铜产量为902.9万吨，同比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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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国内精炼铜进口量为32.14万吨，同比减少2.37%。1-11月国内精炼铜进口量为342.43万吨，同比增长1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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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进口废铜22.08万实物
吨，同比下降18.55%。 1-11月累计进口废铜216.62万实物吨，同比下降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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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精炼铜与不含税废铜价差为

4780元/吨，较之前出现了一定的扩张，但废铜拆

解厂已经陆续放假，废铜供给出现减少。

➢ 精废价差扩张主要源于精铜价格的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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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2721亿元，同比下降6.2%；2018年1-12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5373亿元，
同比上升0.6%，12月单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额为862亿元，今年电网所定的目标超额完成。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空调产量 空调销量

◆ 空调

➢ 2018年12月空调产量为1832万台，同比上升10.6%，增速相较于2017年出现回落。
➢ 2018年12月家用空调销量为1069.4万台，同比去年上升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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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汽车产量为252.6万辆，同比下降14.9%，12月汽车产量依然不太理想。

➢ 2018年10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21.41万台，同比上升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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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值为9.36亿平方米，累计同比下降7.8%。



其他要素

➢ 截至2月1日，三大交易所总库存为37.65万吨，单月库存增加1.56万吨。其中COMEX库存下降地最快，单月库存下降2.6万吨
至8.38万吨，近期更是跌至7.73万吨的低位；LME库存截止2月1日为15万吨，单月增加1.78万吨；上期所库存1月增加的最
多，截至2月1日为14.27万吨。

➢ 保税区库存相应增加，截止1月25日保税区库存为48.3万吨，单月增加库存2.4万吨。

保税区库存三大交易所库存

◆ 库存



其他要素

➢ 截至1月8日，CFTC净持仓为空头19452张，在资金上空头表现的更加强势。其中非商业多头持仓为72344张，12月单月减少
了3004张；非商业空头持仓为91796张，12月单月增加了27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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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磋商将于2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从前两次谈判的情况来看，谈判还算顺利，
佐证了中美贸易磋商乐观的基调不会大变，之后谈判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再次确认。如果此次谈判能够释放出
利好消息，对于投资者信心以及铜价都将会是一次大的提振。美联储再次释放鸽派信号，预示2019年美国可能
暂停加息，进而压制美元上涨势头，利多铜价。

➢ 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来看，截至2月1日SMM干净矿现货TC报80-88美元/吨，较前值下降7美元/吨，下降
的原因源于非CSPT的中小型冶炼厂对铜精矿有一定的需求，且目前冶炼厂的产能投放还算正常，印度Sterlite的
复产也逐渐明朗化，卖方借机压低价格。不过春节过后，全球冶炼厂检修集中来临，且受强降雨影响,北部
Chuquicamata和 Ministro hales铜矿暂停运营，这对铜精矿TC都有较强的支撑。截止2月1日，三大交易所总
库存为37.65万吨，单月库存增加1.56万吨。预示着三大交易所将进入累库阶段，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增加
最多，单月增加库存2.4万吨。

➢ 策略：综合来看，中美贸易磋商的来临将稳固投资者乐观预期，智利国家铜业矿山受强降雨的影响产量将会出
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不及预期的累库速度对铜价也形成利多，预计2月份铜价偏强运行，运行区间为46500-
495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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