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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初 LME 铜价最高运行至

下近三年新高后开始逐步回调，

但反弹力度较弱，月末铜价逐步企稳在

基本面上，虽然金九银十处于传统旺季

及预期、铜进口量趋于稳定、伦铜

承压回落。与此同时美元经历半年的下跌之后逐步企稳反

弹，以及铜市资金获利了结之下推动铜价大幅调整

 

 

 

铜价在 9 月冲高回落，月末企稳在

2017 年 9 月，LME 铜价冲高回落

美元/吨，随后铜价陷入调整，月底

沪铜也是类似格局，9 月下旬跌破

后多头发力很快重新站上 5 万关口

反弹。 

2017 年 9 月，LM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美元/吨和6623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环比分别上涨 1.62%和 1.78%。 

2017 年 1-9 月，LM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5947 美元/吨和 5973 美元/吨，

26.42%。 

2017 年 9 月，SHF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别 52234 元/吨和 51504 元/吨，

39.58%，环比分别上涨 1.84%和

2017 年 1-9 月，SHF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

47869 元/吨和 47902 元/吨，

30.68%。 

沪伦比值先降后升，因人民币升值

2017 年 9 月上旬，人民币继续保持

值仍趋于不断下降，9 月中下旬

民币贬值压力凸显，沪伦比值从

7.86 附近.同时，本月铜进口盈利窗口逐步打开

期铜进口量将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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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运行至 6970 美元/吨，创

，大幅下跌之后再度反弹，

逐步企稳在 6500 美元附近。

虽然金九银十处于传统旺季，但旺季消费略不

伦铜库存大幅增加等使铜价

经历半年的下跌之后逐步企稳反

之下推动铜价大幅调整。 

企稳在 6500 美元附近 

冲高回落，最高运行接近 7000

月底企稳在 6500 美元附近。

下旬跌破 5 万元/吨重要关口，随

万关口，铜价企稳后继续小幅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6583

同比分别上涨39.86%和 40.17%，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同比分别上涨 25.90%和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分

，同比分别上涨 40.34%和

和 1.14%。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

，同比分别上涨 30.69%和

人民币升值势头受阻 

继续保持升值态势，沪伦比

月中下旬，由于美元逐步走强，人

从最低 7.6 左右回升到至

本月铜进口盈利窗口逐步打开，预计后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月度精铜进出口量

月度研究报告

 ：021-32580381   数据来源：安泰科数据中心 

 

 

 
 

9 月国内精铜产量环比、同比都有增长

9 月份，金川本部继续检修

厂基本都无检修计划，但环保风暴令部分中小型冶炼厂

生产受到一定影响，整体来看

较少，精铜产量平稳增长，环比

度的增长。 

10 月份，环保督查继续发力

的检修都已经完成，且进入金九银十的

冶炼厂生产热情应能维持，预计产量

旺季效应下消费表现好于去年同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量 1462.8 万台， 同比增长 19%

万台， 同比增长 17%。家用洗衣机产量为

同比增长 1.3%。全国汽车产量为

长 4.7%。其中空调和冰箱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2017

要发电量 41659.4 亿瓦时，同比

5945.5 亿瓦时，同比增长 4.8%

安泰科初步了解，8-9 月

期，部分铜杆和线缆企业表示订单较好

业的生产仍较为旺盛。本月现货铜市场表现较为亮眼

现货铜长期处于升水状态，国内市场货源表现相对紧张

好铜最高时一度报至升水 200

影响下，持货商挺价惜售以及下游商家于双节之前备货

操作的影响，市场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好转

风暴对于部分下游的生产有一定抑制

然较好，市场份额进一步趋于扩大

于消费旺季，环保的因素仍会对部分

目前铜价虽有所回调，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盈利窗口逐渐打开，后市国内精炼铜进口量预计有所增

加，这对国内铜市供应偏紧的局面将有所缓解

铜精矿保持稳定、精炼铜进口环比降幅较大

据海关数据统计，8 月份中国进口精铜

环比减 10.53%，同比增 9.74%。

且国内库存大幅减少，伦铜库存骤升

预计对进口铜增加有一定帮助

8 月份中国进口铜精矿受加工费稳定

结束检修等因素推动，相对稳定

预计，9 月份中国对原料的进口仍保持在高水准

精铜进口量也将相对平稳。 

月度精铜进出口量（万吨） 
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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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都有增长 

金川本部继续检修，其他主要大中型冶炼

但环保风暴令部分中小型冶炼厂

整体来看 9 月国内铜冶炼企业检修

环比、同比双双出现一定幅

继续发力，但大多数大型冶炼厂

进入金九银十的传统消费旺季，

预计产量将稳中有升。 

好于去年同期 

2017 年 8 月，全国空调产

19%。家用电冰箱产量为 858 

家用洗衣机产量为 630.4 万台， 

全国汽车产量为 213.4 万辆， 同比增

其中空调和冰箱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2017 年 1-8 月份，全国主

同比增长 6.5%；8 月发电量

4.8%。 

月份的铜消费量好于去年同

部分铜杆和线缆企业表示订单较好；铜管和空调企

本月现货铜市场表现较为亮眼。

国内市场货源表现相对紧张，

200 元/吨以上。市场看涨情绪

持货商挺价惜售以及下游商家于双节之前备货

市场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好转。另外，环保

风暴对于部分下游的生产有一定抑制，但大企业订单依

市场份额进一步趋于扩大。预计，10 月将仍处

环保的因素仍会对部分中小企业造成困扰，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目前进口铜

后市国内精炼铜进口量预计有所增

这对国内铜市供应偏紧的局面将有所缓解。 

精炼铜进口环比降幅较大 

中国进口精铜 25.5 万吨，

。进口套利窗口时有出现，

伦铜库存骤升，两极分化明显，

增加有一定帮助。 

受加工费稳定、冶炼厂陆续

相对稳定。 

月份中国对原料的进口仍保持在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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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炼铜金属平衡表（万吨）

时间 产量 
净进 

口量 
消费量

2013 630.0 291.1 914.0

2014 688.4 332.4 966.0

2015 735.7 346.6 993.0

2016 764.8 311.7 1031.0

2017 年 

1-8 月 
520.0 186.4 703.0

2017 年 

9 月（E） 
68.0 25.0 92.0

 

全球精铜平衡表（万吨）

时间 产量 消费量 

2013 2076.0 2055.0 

2014 2160.0 2125.0 

2015 2200.0 2165.0 

2016 2250.0 2220.0 

2017 年 

1-9月（E） 
1695.0 1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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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 
供需 

平衡 

914.0 7.1 

966.0 54.8 

993.0 89.4 

1031.0 45.5 

703.0 3.4 

92.0 1.0 

） 

供需 

平衡 

21.0 

35.0 

35.0 

30.0 

20.0 

 

 
9 月中国精铜供需仍维持小幅

综上，预估 9 月精铜产量稳中略升

需求虽然同比增加，但处于旺季当中

期，整体上仍维持了近几个月基本

以目前产量和消费都相对平稳

量的多少依然是过剩与否的关键

 

1-9 月全球精铜供需仍维持过剩

印尼 Grasberg 铜矿爆发新一轮罢工

今年来已经陆续爆发三次罢工，

长至下月底；持续的罢工事件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过剩

压力。上半年全球第一大铜矿 Escondida

致铜产量同比大降 39%；铜矿陆续的罢工事件也为铜价的

持续上行提供一定支撑。 

消费在旺季效应带动下，且

消费量同比稳中略升。 

预估 9 月全球精铜供需维持紧平衡

精铜供需有小幅过剩出现，因此

剩。 

 

 

9 月 LME 和 SHFE 库存两极分化明显

显性库存方面，LME 月中下旬

仍接近 30 万吨高位，较上月末增加

之相反的是，期间国内库存连续

8 万吨以上，随着两市库存的分化

铜，沪伦比值也同步止跌回升。

月末 COMEX 铜库存为 195493

12568 短吨，COMEX 铜库存至去年

其铜库存量一直仍处于稳步上升趋势之中

隐性库存方面，截止 9 月底

在 51.1 万吨左右；广东地区社会库存总量在

近；无锡地区社会库存总量在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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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维持小幅过剩 

稳中略升，进口量相对稳定，

但处于旺季当中，消费还是略低于预

几个月基本平衡的状态。 

以目前产量和消费都相对平稳增长的趋势来看，进口

量的多少依然是过剩与否的关键。 

过剩 

铜矿爆发新一轮罢工，Grasberg 铜矿

，目前这次罢工工人决定延

持续的罢工事件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过剩

Escondida 也因罢工拖累导

铜矿陆续的罢工事件也为铜价的

且各国经济恢复持续向好，

维持紧平衡。由于此前几个月

因此 1-9 月累计供需仍维持过

库存两极分化明显 

中下旬铜库存不断飚升，月末

增加 7.4 万吨左右。而与

连续 7 周下降，较上月末减少

随着两市库存的分化，沪铜走势明显强于伦

。 

195493 短吨，较上月末增加

铜库存至去年 6 月的 6 万吨左右以来，

上升趋势之中。 

月底，上海地区社会库存总量

广东地区社会库存总量在 2.3 万吨附

1 万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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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精矿现货加工费稳中略升

9 月铜精矿加工精炼费用(TC/RC

美元/吨和 7.8-8.8 美分/磅的水准

合谈判小组在上海敲定四季度

/吨和 9.5 美分/磅，较三季度上涨明显

国产铜精矿作价系数重心

流到厂系数在 84-85%左右；25%

在 87%左右。 

 

 

 

供应紧张、价格回落，下游开工率

近期铜价冲高回落，铜价转跌也使得前期看涨废铜

商家出货积极性减弱，市场整体活跃度亦较前期有所减

弱。月末随着铜价企稳，市场看涨情绪升温

应下，市场需求较上月依旧有不小幅度的好转

月铜厂在采购废铜时表现较为积极

而且，对于废铜市场来说

市场十分重要的因素。废铜的回收拆解环节和废铜的进

口方面收到的影响比较明显，

问题是环保当中的重要环节。

然偏紧，因税票等问题，优质货源仍较为稀缺

企业开工情况较好。 

 

 

 

资本力量逐步获利了结，铜价

在诸多因素显现出利多的配合下

重新青睐铜市，多头方面发力明显

走高，8 月份仍能看到多头方面对市场的兴趣

月铜价的上涨中，增仓并不明显

都发生在 7 月末，9 月上旬铜价创新高后

续获利了结之下铜价大幅回调

了前期逐步累积风险，同时为后期铜价上涨带来一定空

间，9 月末铜价已有企稳反弹迹象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收盘价

走势变化

废铜市场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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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升 

(TC/RC)基本维持在 78-88

磅的水准。中国 CSPT 原料联

合谈判小组在上海敲定四季度 Floor Price 为 95 美元

较三季度上涨明显。 

重心基本持稳，20%的铜精矿主

25%的铜精矿到厂作价系数

下游开工率尚可 

铜价转跌也使得前期看涨废铜

市场整体活跃度亦较前期有所减

市场看涨情绪升温，在旺季效

市场需求较上月依旧有不小幅度的好转，因此本

月铜厂在采购废铜时表现较为积极，整体市场成交尚可。 

对于废铜市场来说，环保问题仍是影响废铜

废铜的回收拆解环节和废铜的进

，回收拆解的废料废渣处理

。目前广东市场废铜供应仍

优质货源仍较为稀缺，废铜杆

铜价冲高回落 

在诸多因素显现出利多的配合下，7 月中下旬资金

多头方面发力明显，带动铜价出现大幅

月份仍能看到多头方面对市场的兴趣。不过，8

增仓并不明显，主要的仓位增加还是

月上旬铜价创新高后，多头资金陆

获利了结之下铜价大幅回调，此次铜价回调后也释放

同时为后期铜价上涨带来一定空

月末铜价已有企稳反弹迹象。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9 月底

数值 

8 月底

数值 

较上月

底变化

LME 铜 M3 6481 6788 -307

SHFE 铜 M3 51880 52900 -1020

铜精矿加工

费 
84-90 79-85 5 

国产 20%铜

精矿 
84-85 84-85 0 

LME 铜库存 297250 228450 68800

SHFE 铜库

存 
103151 183582 -80431

COMEX 铜

库存 
195493 181425 14068

1#电解铜（华

东） 
51560 52620 -1060

1#电解铜（华

北） 
51550 52590 -1040

1#电解铜（华

南） 
51435 52600 -1165

湿法铜 51360 52550 -1190

Φ8mm 无氧

铜杆 
52240 53400 -1160

洋山港铜溢

价 
60-72 60-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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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月

底变化 
单位 

307 美元/吨 

1020 元/吨 

 美元/吨 

 
%（系

数） 

68800 吨 

80431 吨 

14068 短吨 

1060 元/吨 

1040 元/吨 

1165 元/吨 

1190 元/吨 

1160 元/吨 

 美元/吨 

  

 
美国 9 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

一个重点新闻就是美联储会议

会（FOMC）公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

利率不变，目标区间维持在 1.00%

10 月开始缩表，从每月削减 100

加 100 亿美元直到达到 500 亿美元

员预测今年还可能有一次加息

息传出后引起美元大幅反弹，

引发市场避险情绪，铜价承压下行

中国 8 月官方制造业 PMI

13 个月在荣枯线上方。而在本月末最后一天

数据也出炉，数据显示中国 9

超过预期，创 2012 年以来新高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却是大幅回落的

降到 6.0%，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形势仍没

有改变。 

9 月 PMI 数据显示制造业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超预期上行印证年内经济景气不会显拐点的判断

对铜价有一定支撑。 

 

 

 
9 月会议有 11 名与会者赞同

名与会者暗示今年不再加息是合适的

纪要将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近期通胀疲弱主要是暂时

性因素导致，且通胀会随着这些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恢复

此次美联储将于 10 月份开始缩表

缩表的原因以及委员们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

险均衡问题。预计美联储会议纪要的整体基调将维持鹰

派观点，美元指数能否扭转弱势还值得进一步关注

鲜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或将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投资者也应适当关注。 

目前处于金九银十旺季阶段

价上涨提供一定动能。预计铜价

在经历 9月份市场资金获利离场之下

回调后也为后市铜价再次上涨提供一定空间

球经济开始回暖，市场看多情绪仍存

重新流入铜市，预计后市铜价或保持震荡偏强运行

价格走势预测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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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较上月有所好转。本月

一个重点新闻就是美联储会议，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公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宣布维持基准

1.00%-1.25%。同时宣布从

100 亿美元开始，并逐季增

亿美元。另外部分美联储官

员预测今年还可能有一次加息，可能会在 12 月份， 消

，标普调低中国主权评级也

铜价承压下行。 

PMI 为 51.7，超出预期，连续

而在本月末最后一天，9 月份的

9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2.4，

年以来新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8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却是大幅回落的，从 7 月份 6.4%

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形势仍没

数据显示制造业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

超预期上行印证年内经济景气不会显拐点的判断，

名与会者赞同 12 月份加息，仅有 4

名与会者暗示今年不再加息是合适的，预计美联储会议

纪要将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近期通胀疲弱主要是暂时

且通胀会随着这些因素的逐渐消退而恢复。

月份开始缩表，会议纪要将解释开启

缩表的原因以及委员们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

预计美联储会议纪要的整体基调将维持鹰

美元指数能否扭转弱势还值得进一步关注。朝

或将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目前处于金九银十旺季阶段，下游消费增加将为铜

预计铜价10月基本面仍有支撑，

月份市场资金获利离场之下，铜价进过一轮

回调后也为后市铜价再次上涨提供一定空间。随着全

市场看多情绪仍存，市场资金可能

预计后市铜价或保持震荡偏强运行。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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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对任何因使用本报告中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安泰科力求报告资料真实完整

客户不应以此取代自己的独立判断，

 

本报告版权归安泰科所有，为非公开资料

请联系 010-63978092 申请授权，并注明出处为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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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因接受人收到本

不构成交易或投资意见。本

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

任何后果。 

如需引用或转载本报告内容，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

复制本报告。安泰科保留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