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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铜价下探后反弹，整体仍维持震荡格局

伦铜主要波动区间为 5500-5750美元，沪铜主要波动区间

为 4.45-4.6 万元。本月铜市场需求相对稳定

也无大的变动。中国 4月份精炼铜进口量大幅下滑

引发市场对铜需求的忧虑。宏观方面，市场对美联储

加息的预期愈来愈高，但美国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令美元

相对疲软，对铜价尚有一定支撑。中国数据喜忧参半

铜价时而支持、时而压制。 

 

 

 

铜价继续偏弱震荡，方向性不强 

2017年 5月 LME铜价下探后反弹，下方在

附近有较好支撑，上方则在 5750美元附近遇到较强压制

整体运行并没有摆脱偏弱震荡、重心下移

言，沪铜的走势更显区间狭窄，方向性更加不明显

的基本面情况并没有大的变化和超预期情况

依然主要由宏观面的消息而引发。 

2017年 5月，LME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美元/吨和 5614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1

环比分别下跌 1.86%和 1.97%。 

2017 年 1-5 月，LM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5757 美元/吨和 5778 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22.87%。 

2017 年 5 月，SHF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别 45438 元/吨和 45274 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25.78%，环比分别下跌 1.50%和 2.72%。

2017 年 1-5 月，SHF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

46627 元/吨和 46952 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29.15%。 

沪伦比值趋降，因月底人民币连续升值

2017 年 5 月中上旬，铜市沪伦比值

左右，月下旬随着人民币连续升值，比值下降至

更低一些的水准，这也使得月内进口亏损

甚至月末出现稍有盈利的情况。 

摘要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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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仍维持震荡格局，

沪铜主要波动区间

相对稳定，生产方面

月份精炼铜进口量大幅下滑，继续

市场对美联储 6月

但美国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令美元

数据喜忧参半，对

下方在 5500美元

美元附近遇到较强压制，

重心下移的格局。相较而

方向性更加不明显。市场

基本面情况并没有大的变化和超预期情况，铜价的波动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5591

18.76%和 19.60%，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同比分别上涨 22.17%和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分

同比分别上涨 27.20%和

。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

同比分别上涨 28.48%和

因月底人民币连续升值 

铜市沪伦比值基本维持在 8.1

比值下降至 8.0甚至

亏损出现逐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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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国内精铜产量环比基本持平 

5 月份，祥光、云锡等冶炼厂的检修逐步结束

也有冶炼厂开始检修，预估 5月国内精铜产量

6 月份，随着上半年的集中检修陆续完成

矿加工费仍有望继续继续返升，冶炼厂生产热情

升，预计产量将有望继续出现一定增加

消费稳中略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铜的主要消费终端

产量大多环比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同比依然多为增长

格局，特别是房地产、空调、用电量、

均为同比继续增长。数据显示，1-4 月份

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523 亿元，同比下降

1-4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1308

4.7%。2017年 1-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元，同比名义增长 9.3%，增速比 1-3月份提高

分点。 

目前了解 5 月份的铜消费量稳中略升

线缆企业表示订单较好，铜杆的整体开工率虽然不高

但考虑到仍有新产能扩充，整体产量尚好

生产仍较为旺盛，部分企业表示订单已经排到

且，价格近期相对平稳且处于不算太高的水平

货意愿有所提高，但国内资金紧张的情况

制约购买力。 

随着二季度的旺季步入尾声，预计

稍受影响。 

精铜进口明显下滑 

据海关数据统计，4月份中国进口精铜

环比减少 30.69%，同比减少 55.76%。进口

主要因进口套利窗口并未打开、国内资金紧张制约部分

贸易商购货、精废价差拉大令废铜需求有所增加等原因

有关。 

4 月份中国进口铜精矿有所缩减，

影响部分货源。 

预计，5 月份中国对原料的进口仍保持在高水准

精铜进口量有望出现一定幅度反弹，但主要还是因市场

行为所致。 

月度研究报告——铜 

3 

云锡等冶炼厂的检修逐步结束，但

月国内精铜产量大体平稳。 

上半年的集中检修陆续完成，且铜精

冶炼厂生产热情得到提

增加。 

铜的主要消费终端产品

但同比依然多为增长

、电网投资等数据

月份，全国主要发

同比下降 21.2%；

1308亿元，同比增长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7732亿

月份提高 0.2个百

稳中略升，部分铜杆和

铜杆的整体开工率虽然不高，

整体产量尚好；空调企业的

部分企业表示订单已经排到 7 月。而

近期相对平稳且处于不算太高的水平，下游接

资金紧张的情况仍较为明显，

预计 6 月整体消费会

中国进口精铜 20.3万吨，

进口同比下降明显，

国内资金紧张制约部分

精废价差拉大令废铜需求有所增加等原因

，主要因前期罢工

月份中国对原料的进口仍保持在高水准，

但主要还是因市场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

中国精炼铜金属平衡表（万吨） 

时间 产量 
净进 

口量 
消费量 

供需

平衡

2013 630.0 291.1 914.0 

2014 688.4 332.4 966.0 54

2015 735.7 346.6 993.0 89

2016 764.8 311.7 1031.0 45

2017年 

1-4月 
257.0 88.3 335.0 1

2017年 

5月（E） 
67.0 22.0 93.0 -

 

全球精铜平衡表（万吨） 

时间 产量 消费量 
供需

平衡

2013 2076.0 2055.0 21.0

2014 2160.0 2125.0 35.0

2015 2200.0 2165.0 35.0

2016 2250.0 2220.0 30.0

2017年 

1-5月（E） 
935.0 92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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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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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89.4 

45.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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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 

平衡 

21.0 

35.0 

35.0 

30.0 

.0 

 

 
中国精铜供需小幅短缺，进口量继续起到决定作用

综上，预估 5月精铜产量环比基本持平

稍有反弹，但幅度有限，同时需求稳中略升

内精铜供需仍有小幅短缺出现；1-5 月则继续维持过剩局

面，但过剩量逐步在缩减。 

以目前产量和消费都相对平稳的趋势来看

多少依然是过剩与否的关键。 

全球精铜供需小幅过剩 

一季度全球矿山的供应端如罢工、政企纠纷等纷扰对

铜精矿产量的确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考虑到运输时间

存因素和废杂铜的有益补充等，并没有传导影响至全球精

铜生产，不过增速受到影响。 

同期，消费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

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综合来看，全球 1-5月精铜供需有小幅过剩出现

剩量没有明显的扩张趋势。 

LME库存量先增后减 

显性库存方面，月末 LME 铜库存为

月末增加 51425吨，不过月内库存走势呈现为

月末 COMEX铜库存为 157922短吨，较上月末增加

吨，COMEX铜库存至去年 6月的 6万吨左右以来

存量处于缓慢上升趋势之中。 

SHFE铜库存量为先减后增，一度从

破 19.5万吨，月末重返 20万吨上方。 

隐性库存方面，截止 5月底上海地区社会库存总量在

60-61万吨左右，较上月末减少 3-4万吨左右

LME 库存和国内显、隐性库存的不断转移仍在继续

多为市场行为或仓库优惠变化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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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继续起到决定作用 

基本持平，进口量有望

稳中略升，因此 5月国

则继续维持过剩局

以目前产量和消费都相对平稳的趋势来看，进口量的

政企纠纷等纷扰对

但是考虑到运输时间、库

没有传导影响至全球精

，消费旺季的带动

月精铜供需有小幅过剩出现，过

铜库存为 311150 吨，较上

呈现为先增后减。

较上月末增加 2673短

万吨左右以来，其铜库

一度从 21.5万吨以上跌

 

上海地区社会库存总量在

万吨左右。 

隐性库存的不断转移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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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精矿现货加工费回升 
5 月铜精矿加工精炼费用(TC/RCs)

报价在 80 美元/吨以上，月底部分干净矿报盘已走高至

85美元/吨附近，CSPT小组内干净矿的成交

85美元/吨。虽然月内也有 Grasberg矿场罢工

整体来看，此前罢工的矿企逐步恢复生产

解了市场前期货源紧张的局面。 

国产铜精矿作价系数变化不大，20%

数主流在 82-83%左右，少数有在 84-85%

的铜精矿到厂作价系数在 87%左右。 

 

 

 

废铜市场供应逐步偏紧 
随着环保督查逐步结束，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复工

废铜厂家接货积极性开始提高，成交情况良好

价也在上调。而且，废铜价格南北差异

总体供应有趋紧现象，货源偏少，这并非商家惜售所致

而是需求突然恢复，废铜早前的囤货商已将库存出清

铜价大跌后货源少，库存消耗殆尽，导致

6月进入限电季节，据北方市场商家反映

停工限产通知已下发，预计再生铜厂开工率将降低

 

 

 
资金方面对铜市关注度不高 

5 月资金并没有明显的回归市场意愿

不确定因素较多，铜价也表现为偏弱势震荡

氛围并不算太浓，下方跌至一定价位就有较好支撑体现

空头方面平仓且多头方面也会有动作，

续力道不足，限制着上行空间。 

此外，国内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宽松

资力量受到抑制。 

废铜市场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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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Cs)继续回升，主流

部分干净矿报盘已走高至

小组内干净矿的成交 TC已略高于

矿场罢工出现，但

此前罢工的矿企逐步恢复生产，还是有效缓

20%的铜精矿到厂系

85%左右的报价。25%

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复工，

成交情况良好，废铜报

废铜价格南北差异也逐步消失。但

并非商家惜售所致，

废铜早前的囤货商已将库存出清，

导致的供不应求。 

据北方市场商家反映，6月限电

预计再生铜厂开工率将降低。 

意愿，由于宏观上

为偏弱势震荡，虽然看空

下方跌至一定价位就有较好支撑体现，

，但反弹总显得后

国内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宽松，也令市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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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

数值 

4月底

数值 

较上月

底变化 
单位

LME 

铜 M3 
5682 5735.5 -53.5 美元

SHFE 

铜 M3 
45240 46360 -1120 元

铜精矿 

加工费 
80.0 76.0 4.0 元

国产 20%铜

精矿 
83% 83% — 系数

LME 

铜库存 
311150 259725 51425 吨

SHFE 

铜库存 
 229361 -229361 吨

COMEX 

铜库存 
157735 155249 2486 短

1#电解铜 

（华东） 
45450 46255 -805 元

1#电解铜 

（华北） 
45330 46165 -835 元

1#电解铜 

（华南） 
45520 46220 -700 元

湿法铜 45460 46150 -690 元

Φ8mm 

无氧铜杆 
46370 46980 -610 元

洋山港 

铜溢价 
55-68 50-60 —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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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美元/吨 

元/吨 

元/吨 

系数 

吨 

吨 

短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美元/吨 

  

 
特朗普 5月出访海外，并与沙特签署巨额武器交易

政治担忧情绪施压美元，此外，特朗普近期解职联邦调

查局(FBI)局长科米也对美元有所拖累，

施经济刺激计划可能被延误的忧虑。但美元的弱势对铜

价有所支持。 

信用机评级构穆迪 30年来首次下调中国信贷评级

进而引发投资者担忧中国需求，铜价也一度

不过，中国财政部很快回应称，穆迪调降中国评级是基

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

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

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

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5月初市场对流动性颇为担忧，也对铜价有所压制

但 5 月中旬监管层安抚市场情绪，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中表示，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握好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

本稳定的平衡。还对市场传闻的“缩表

应，表示“缩表”并不一定意味着收紧银根

行资产负债表已重新转为“扩表”，并把商业银行自查督

查和规范整改工作之间设置 4-6 个月缓冲期

经济成长的担忧，同时也缓和了铜市情绪

 

 
目前基本面变动并不明显，暂时对铜价指引有限

市场主要关注点短期内还将集中在宏观政治和经济方

面。 

北京时间 5月 25日，美联储公布的纪要显示美联储

将保持谨慎，不急于在资产负债表问题上采用鹰派立场

市场希望能在美联储 6月会议上找到更多关于缩表的线

索。同时华盛顿政治紧张局势升温，美国政府的运转似

乎越来越不顺畅，特朗普政府短期内采取财政刺激方案

的希望破灭。这令美元暂时难有强势表现

而目前中国经济向好的势头还不够稳固

依旧较为欠缺，最近诸多数据都显示经济复苏可能存在

反复，对铜价不利。 

整体来看，多空因素继续交织，但中国因素将更为

市场关注，加之逐步走出消费旺季，因此

有亮丽表现，预计将为震荡偏弱格局。

价格走势预测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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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沙特签署巨额武器交易，

特朗普近期解职联邦调

，加重了特朗普实

但美元的弱势对铜

年来首次下调中国信贷评级，

也一度陷入盘整。

穆迪调降中国评级是基

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

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

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也对铜价有所压制。

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机衔接监管

把握好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

缩表”给出了正面回

并不一定意味着收紧银根，4 月份央

并把商业银行自查督

个月缓冲期，抵消了对

同时也缓和了铜市情绪。 

暂时对铜价指引有限，

市场主要关注点短期内还将集中在宏观政治和经济方

美联储公布的纪要显示美联储

不急于在资产负债表问题上采用鹰派立场，

月会议上找到更多关于缩表的线

美国政府的运转似

政府短期内采取财政刺激方案

这令美元暂时难有强势表现，对铜价有利。 

经济向好的势头还不够稳固，增长动能

显示经济复苏可能存在

但中国因素将更为

因此 6月铜价仍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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