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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LME铜价冲高回落，最高

接近 1780 美元/吨的水准，为 2014 年 7

本面固然有一定支持，宏观面也并不弱，

于上海方面的投机买盘，格林大华一度再次大举增仓多头

带动价格，之后随着其头寸被广为关注，

调，一度回撤至 6800美元下方，月末铜价

元附近。基本面上，各方面情况基本符合预期

逐步企稳反弹，但相关品种强势有望提供一定提振作用

 

 

铜价在 10月冲高回落，运行重心高于

2017年 10月，LME铜价冲高回落，最高运行接近

美元/吨，上涨更多得益于上海方面的投机买盘

华一度再次大举增仓多头带动价格，之后随着其头寸被广

为关注，价格开始有所回调，一度回撤至

沪铜也是类似格局，10月中旬曾达到 5.6

之后回落至 5.3万元上方重新企稳，月末回归至

附近。 

2017年 10月，LME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美元/吨和 6833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43.64

环比分别上涨 3.25%和 3.17%。 

2017 年 1-10 月，LM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6032 美元/吨和 6059 美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28.71%。 

2017年 10月，SHFE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别 54641 元/吨和 53999 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43.04%，环比分别上涨 4.61%和 4.84%。

2017 年 1-10 月，SHFE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

48546 元/吨和 48512 元/吨，同比分别上涨

31.95%。 

沪伦比值相对稳定，进口盈利状态延续

2017年 10月，沪伦比值基本稳定在

近.同时，9 月底铜进口盈利窗口打开，10

有盈利。 

摘要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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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在 10月中涨至

7 月以来最高，基

，但上涨更多得益

格林大华一度再次大举增仓多头

，价格开始有所回

铜价企稳在 6900美

各方面情况基本符合预期，美元近期

但相关品种强势有望提供一定提振作用。 

运行重心高于 9月 

最高运行接近 7180

上涨更多得益于上海方面的投机买盘，格林大

之后随着其头寸被广

一度回撤至 6800美元下方。

.6万元/吨上方，

月末回归至 5.4万元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6797

43.64%和 43.85%，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

同比分别上涨 27.68%和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为分

同比分别上涨 44.91%和

。 

当月和三个月期铜均价分别

同比分别上涨 32.15%和

进口盈利状态延续 

基本稳定在 7.8-7.85区间附

10 月进口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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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国内精铜产量环比、同比都有增长

10月份，环保风暴令部分中小型冶炼厂生产受到一

定影响，同时也影响了部分再生铜冶炼企业的原料供应

和生产。不过，富冶和鼎 9 月中旬开始出铜

中型冶炼厂基本都无检修，整体来看 10

平稳增长，环比、同比双双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11月份，进入供暖季，环保督查还将

铜精矿现货加工费较好，且临近年底，

厂大多不会明显减产，预计产量还将是稳中

消费表现继续好于去年同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 9月

为 180.8万吨，同比增 4.0%，环比微增

计产量 1542.9 万吨，同比增 5.0%。空调产量

较好趋势，为 1525.4万台，同比增长 20.9

新的冷年开端表现良好。其他如冰箱、

离子电池、交流电动机等也都有不同幅度的同比增幅

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2017年 1

地产开发投资 8064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8月份提高 0.2个百分点。1-9月份，

资（不含农户）458478 亿元，同比增长

1-8月份回落 0.3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

月份增长 0.56%。 

中电联数据显示，1-9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

源工程完成投资 1728亿元，同比下降 13.1%

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3731亿元，同比增长

安泰科初步了解，9-10月份的铜消费量

同期，部分铜杆和线缆企业表示订单较好

企业表示订单有趋于下滑的迹象；铜管和

产仍较为旺盛。本月现货铜市场表现仍相对较好

铜基本处于升水状态，但呈现大涨大跌格局

后现货市场情绪一度乐观，持货商挺价出货至使现货铜

升水持续扩大，不过铜价在短暂的冲高之后

观望避险情绪不断升温，在缺乏市场需求的配合下

货商无力挺价，只得调低升水出货。此外

紧的趋势有所改观，进口铜货源的也开始流入市场

一步加快了现货铜升水的降速。随着月底的临近

商换现意愿较强，但下游基本维持按需采购为主

铜精矿进口环比略增、精铜进口开始增加

据海关数据统计，9月份中国进口精铜

环比增 14.05%，同比增 19.63%。虽然有国庆假期因素

但 9月末进口套利窗口打开，吸引了进口的增加

套利窗口仍有利于进口，预计仍会有精铜陆续到港

9 月份中国进口铜精矿受加工费稳定

结束检修等因素推动，稳中有升。 

预计，随着铜产量回升，10月份中国对原料的进口

仍保持在高水准，精铜进口量则受益于进口有盈利

（万吨） 
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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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都有增长 

环保风暴令部分中小型冶炼厂生产受到一

同时也影响了部分再生铜冶炼企业的原料供应

月中旬开始出铜，且主要大

10月国内精铜产量

同比双双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还将继续发力，但

，按传统来说冶炼

稳中有升的格局。 

月，国内铜材产量

环比微增 0.4%，1-9月累

空调产量继续保持

20.9，环比增 4.3%，

、冷柜、汽车、锂

交流电动机等也都有不同幅度的同比增幅。 

1-9月份，全国房

同比名义增长 8.1%，增速比

，全国固定资产投

同比增长 7.5%，增速比

从环比速度看，9月份比 8

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

13.1%。1-9月份，

同比增长 4.6%。 

消费量仍好于去年

部分铜杆和线缆企业表示订单较好，但也有部分

铜管和空调企业的生

本月现货铜市场表现仍相对较好，现货

跌格局。铜价冲高

持货商挺价出货至使现货铜

不过铜价在短暂的冲高之后回调，下游

在缺乏市场需求的配合下，持

此外，国内供应偏

进口铜货源的也开始流入市场，进

随着月底的临近，持货

下游基本维持按需采购为主。 

开始增加 

中国进口精铜 29.04万吨，

虽然有国庆假期因素，

吸引了进口的增加，10月

预计仍会有精铜陆续到港。 

受加工费稳定、冶炼厂陆续

月份中国对原料的进口

则受益于进口有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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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2015 735.7 346.6 993.0 89.4

2016 764.8 311.7 1031.0 45.5

2017年 

1-9月 
588.5 212.8 794.0 

2017年 

10月（E） 
69.5 27.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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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E） 
1893.0 187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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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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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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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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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35.0 

3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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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国精铜供需小幅过剩 

综上，预估 10 月精铜需求同比增加

升，进口量增加，因此供需整体来看有小幅过剩

剩量较此前几个月稍有扩大。 

 

1-10月全球精铜供需仍维持过剩 

三季度以后，铜矿端的供应干扰逐步弱化

供应端还是在趋于增加的，这无论从矿山方面对产量增

长的表态、中国铜精矿进口量、还是从现货市场铜精矿

加工费不断提升的走势，都能看出一些端倪

铜上，中国外的主要生产国产量也相对平稳

也有少数冶炼厂受到环保的一定影响，

厂的检修在上半年基本陆续完成，而且铜精矿供应回

升，产量开始缓慢回升。 

需求方面，欧美主要精铜消费国消费量相对平稳

最主要的消费地区--亚洲消费也是平稳增长
国消费好于去年同期，电网订单开始增加

续保持火爆。 

由于此前几个月精铜供需有小幅过剩出现

月累计供需仍维持过剩，但近几个月单月

都维持紧平衡，因此累计过剩量并没有明显趋于扩张

 

 

10月 LME库存趋于减少，SHFE库存

显性库存方面，10月 LME铜库存趋于减少

27.5万吨左右，较上月末减少近 2.3万吨

此前近两个月的连续下降趋势，一度小幅增加后再次回

落，整体来看变动相对有限。 

月末 COMEX 铜库存为 206099 短吨

10606 短吨，期间曾有偶尔的减少，但大趋势仍不改自去

年 6月以来的上升格局。 

隐性库存方面，截止 10 月底，社会库存

本持平于 9月末，其中上海稍有下降，广东略有增加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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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同比增加，但产量稳中略

因此供需整体来看有小幅过剩，单月过

铜矿端的供应干扰逐步弱化，整体来看

矿山方面对产量增

还是从现货市场铜精矿

都能看出一些端倪。反应到精

产量也相对平稳，中国虽然

，但随着主要冶炼

而且铜精矿供应回

欧美主要精铜消费国消费量相对平稳，

亚洲消费也是平稳增长，特别是中

电网订单开始增加，空调行业继

精铜供需有小幅过剩出现，因此 1-10

月的全球精铜供需

过剩量并没有明显趋于扩张。 

库存变动相对有限 

趋于减少，月末降至

万吨。国内库存结束

一度小幅增加后再次回

吨，较上月末增加

但大趋势仍不改自去

社会库存合计总量基

广东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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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精矿现货加工费继续稳涨 
10 月铜精矿加工精炼费用 (TC/RC

85-92 美元/吨和 8.5-9.2 美分/磅的水准

市场主流报价大多位于 90美元以上，一方面

应较为宽松，另一方面，临近长单谈判

炼厂力挺 TC的态度非常明显。 

国产铜精矿作价系数重心基本持稳

流到厂系数在 84-85%左右；25%的铜精矿到厂作价系数

在 87%左右。 

 

 

 

买卖双方心态随价格波动而变化 
近期废铜市场南北有一定差异，北方市场相对弱一

些。废铜价格大的趋势跟随铜价，市场表现来看

格走高时持货商大多看涨惜售，出货意愿

跌时往往能看到下游乘机压价入市采购

分歧，有些不肯低价出货，因预期后市货源偏紧

一些担心后续需求不足，有一定出货意愿

当前甚至未来一年左右，对于废铜市场来说

问题和政策问题仍是影响废铜市场的重要因素

回收拆解环节和废铜的进口方面至少在政策衔接期恐将

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而回收拆解的废料废渣处理问题

则是环保当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废铜市场后市的供应趋

势，应时刻关注。 

 

 

 
资本力量再次影响市场，一度带来阶段新高

中国、美国的经济数据继续向好，

未来铜市场的供需格局仍持利多价格的态度

看到多头方面的资金一度涌入并拉高铜价至三年多以来

新高，格林大华席位再次成为市场焦点

林大华的资金被媒体爆出“来源”后进一步引发市场

观”，其开始有减仓行为，同时，美元反弹

后逐步累积了短期超买的风险，外盘资金又配合度不足

即便价格上涨期间增仓也并不算多，均

出现一定回落。 

废铜市场 

资金 
 

T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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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C)基本维持在

磅的水准，临近月末，

一方面现货市场供

临近长单谈判，依往年惯例冶

基本持稳，20%的铜精矿主

的铜精矿到厂作价系数

北方市场相对弱一

市场表现来看，当价

出货意愿不强；价格下

下游乘机压价入市采购，持货商心态有

因预期后市货源偏紧，也有

有一定出货意愿。 

对于废铜市场来说，环保

和政策问题仍是影响废铜市场的重要因素。废铜的

回收拆解环节和废铜的进口方面至少在政策衔接期恐将

回收拆解的废料废渣处理问题

对于废铜市场后市的供应趋

阶段新高 
，特别是市场对于

未来铜市场的供需格局仍持利多价格的态度，因此再次

看到多头方面的资金一度涌入并拉高铜价至三年多以来

格林大华席位再次成为市场焦点。不过，随着格

后进一步引发市场“围

美元反弹，铜价大涨

外盘资金又配合度不足，

均压制价格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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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

数值 

9月底

数值 

较上月

底变化 
单位

LME铜 M3 6839 6481 358 美元

SHFE铜M3 53780 51880 1900 元

铜精矿 
加工费 

85-92 84-90 1-2 美元

国产 20% 
铜精矿 

84-85 84-85 持平 
%

（系数

LME 
铜库存 

274625 297250 -22625 吨

SHFE 
铜库存 

107892 103151 4741 吨

COMEX 
铜库存 

206099 195493 10606 短吨

1#电解铜 
（华东） 

53790 51560 2230 元

1#电解铜 
（华北） 

53760 51550 2210 元

1#电解铜 
（华南） 

53945 51435 2510 元

湿法铜 53640 51360 2280 元

Φ8mm 
无氧铜杆 

54470 52240 2230 元

洋山港 
铜溢价 

70-82 60-72 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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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美元/吨 

元/吨 

美元/吨 

% 
系数） 

吨 

吨 

短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美元/吨 

  

 

除了资本的力量以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 10 日发布的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乐观

IMF 还上调了 2017 年及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

时，市场担心中国可能出现短缺，美联储最新公布的会

议记录暗示决策者对 12月加息持开放态度

胀疲弱，压制美元，都对铜价在 10月中上旬的走高有利

但 10月底接连出现对美元利好的事件，

预算决议，为税收法案扫清道路，市场认为

的通过，是对共和党领导人和特朗普的胜利

洲央行利率鸽派紧缩决议利好美元，美元指数突破底部

形态，都对 10月中下旬铜价回落有一定压制作用

中国国家统计局 10 月 1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8%

季度运行在 6.7-6.9%的区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十九大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年以来，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趋势继续巩固

计全年 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将顺利实现

取更好的效果，今年底经济总量将超过

经济数据继续稳中向好，给予市场信心

10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10月制造业 PMI为 51.6%，虽比上月回落

但仍高于去年同期 0.4 个百分点，达到今年均值水平

制造业持续保持扩张的发展态势。高耗能

生产经营活动趋缓。10月部分地区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

理力度，相关企业调整生产进度，减产或错峰生产

 

 

中美数据整体仍有望继续稳中向好

国消费的乐观态度和对全球供应减少的预期

市场偏强的情况，也都继续托底铜价。

开始有走强迹象，11月特朗普提名新的美联储主席后

预计美联储政策上不会有大的步伐上的变化

顺应特朗普放松金融管制，美元至少也是贬值步伐会放

缓，加上后市铜下游消费淡季逐步来临

续慢慢流出铜市，特别是格林大华事件后

金对于大举做多偏于谨慎，担心给其接盘

度强劲反弹的阻力也不少。预计暂时铜价

格局。此外，周边品种如有较大行情，

构成影响。 

另，10月末的 LME年会上，铜是参会者对于明年看

多比例较多的金属品种之一，但同时也是看空比例较多

的品种，显示市场分歧较大，这样的心态

望出现一些行情。 

价格走势预测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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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

发布的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乐观，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同

美联储最新公布的会

月加息持开放态度，但仍担心通

月中上旬的走高有利。

，美国众议院通过

市场认为该预算决议

是对共和党领导人和特朗普的胜利，而且，欧

美元指数突破底部

月中下旬铜价回落有一定压制作用。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

6.8%，经济连续 9 个

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家发

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十九大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今

稳中向好的趋势继续巩固，预

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将顺利实现，并能够争

今年底经济总量将超过 80万亿元。中国

给予市场信心。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

虽比上月回落 0.8个百分点，

达到今年均值水平，

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月部分地区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

减产或错峰生产。 

中美数据整体仍有望继续稳中向好，同时市场对中

国消费的乐观态度和对全球供应减少的预期，国内现货

。但是，美元指数

月特朗普提名新的美联储主席后，

预计美联储政策上不会有大的步伐上的变化，且有可能

美元至少也是贬值步伐会放

加上后市铜下游消费淡季逐步来临，市场资金或继

特别是格林大华事件后，市场投机资

担心给其接盘，因此价格再

暂时铜价将为高位震荡

，也会对短期铜价

铜是参会者对于明年看

但同时也是看空比例较多

这样的心态，后市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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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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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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引用或转载本报告内容，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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