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前消息面平静，铜价或小幅回落

一、 上周 COMEX铜市场回顾

上周 COMEX铜价先扬后抑，周初显著反弹，周内最高触及 2.8860 美元/吨，但周后期运行重

心略有下移。周一中方代表赴美开始第一

阶段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同时美国方

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市场风险偏好迅速回升，铜价走出显著反

弹。周三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最终

签署，协议内容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中方

继续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以及服务的

购买。但由于双方没有提及降低此前加征的关税，因此市场对此反映有限。总体来看，上周市场

风险偏好整体回升较为明显，COMEX铜价表现较强，运行重心整体有所上移。

上周 COMEX铜价格曲线整体位移向上，价格曲线的形态变化不大，整体依然维持 Contango

结构，价格曲线近端的 back 结构在绝对价格

的上涨中继续保持，这与我们上周周报中的

预判完全一致。COMEX库存目前整体库存

在 4万吨左右，依然属于历史低位水平，加

之美国近期宏观指标显示生产活动仍然处于

较为景气的格局，价格曲线近端在绝对价格

的下跌过程中具有刚性，另一方面预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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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铜进口回升，国内需求出现一定改善，以及欧美 PMI 的持续回升，工业活动的回暖可能激发

对精炼铜的需求边际改善，因此我们很有可能看到 COMEX价格曲线近端出现更多的 back 结构，

因此在 back 收敛的时候尝试正套操作仍然可行。

二、上周 SHFE 铜市场回顾

上周 SHFE 铜价冲高回落，整体节奏与 COMEX基本一致。周初在风险偏好回升的影响下跟

随外盘反弹，周二中国 12 月贸易帐公布值为 3292.7 亿元大幅高于前值，表明需求有所回升，作

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家中国亮眼的数据支撑铜价继续走高，以及近期人民币汇率走高也提升了

购买力，周后期中国密集公布了 12 月的宏观数据，数据整体偏中性，大部分在预期之内，且受

到春节提前的影响，部分数据读数的回升受到积极性影响，因此整体对国内铜价的提振有限。

上周 SHFE铜价格曲线位移向上，价格曲线整体仍然维持 Contango 结构，在绝对价格上涨又

有所回落的过程中，近端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说明在价格上涨之后，下游实际需求对高价

格的接受度较低。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本

周距离春节仅一周时间，从季节性规律来看，

沪铜已经开始累库，而近期的高价格、精废

价差的拉开，都有可能成为助推季节性累库

的因素。因此，虽然我们认为铜从中长期看

都是应该做跨月正套的标的，但是在当下出于季节性的考量，我们认为期现基差将回归至五年均

值附近运行，暂时不适合做正套。



三、国内外市场跨市套利策略

上周 SHFE/COMEX比价运行重心有所下移，周初比价在 7.83 一线附近运行，周后期有所回

落，主要在于 COMEX铜价在上涨动能衰减之后的震荡调整中表现更强。此前我们提到由于国内

需求的平稳，所以进口比价的交易没有太

好的交易逻辑，更多的是凭借双边价格波

动率的不匹配来运行。但目前来看情况在

逐渐发生变化，在上期所和保税区库存不

断去化的背景下，加之国内需求潜在的回

升，预计比价的方向将会回归到进口物流

方向的大逻辑上来，换言之，在消费旺季

做多比价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目前而言，这是一个稍远的逻辑，具体执行时需要配合一定的择时，

但总体而言，比较如果出现较大的回落，既可以尝试做多比价。

四、宏观、供需和持仓，铜市场影响因素深度分析

宏观海外方面，上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有，美国：12 月 CPI 同比上涨 2.3%，低于预期的 2.4%，

前值为 2.1%，环比上涨 0.3%，符合预期，低于前值 0.4%；12 月 PPI 同比上涨 1.3%，远低于预期

的 2.3%，前值为 1.1%，环比上升 0.1%，低

于预期的 0.2%，前值 0%；CPI 和 PPI 低于

预期或意味着通胀的压力逐渐趋于温和；12

月核心零售销售环比上涨 0.3%，超过预期的

0.2%；12 月新屋开工为 1608 千户，远超预

期的 1380 千户和前值 1375 千户；12 月密歇

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9.1，大幅好于预

期的 97，前值为 99.1。英国：12 月 CPI 同比上涨 1.3%，低于预期的 1.5%。日本：核心机械订单

环比上升 18%，大幅高于预期的 2.9%，同比上升 5.3%，大幅高于预期的-5.3%。



宏观事件方面，主要有 1. 1 月 15 日，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涉及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金融服务、扩大贸易、汇率等多个方面。协议中，中方将在未来两年内在 2017 年贸易

额的基础上增加 2000 亿美元的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服务等进口。我们预测这一协议签订将暂

时缓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对市场带

来积极作用，同时应关注该后续执行细节、

以及协议执行后对中美两国未来的贸易数

量和结构等经济基本面的影响；2. 月 15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国情咨文后，总理梅德

韦杰夫宣布俄罗斯政府全体辞职，普京随后任命米舒斯京为新总理；3. 特朗普弹劾案将进入审讯。

1月 16 日，美国参议院正式启动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讯，开庭陈词将在 1月 21 日进行。如我

们之前提示，特朗普弹劾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三分之二多数）的概率仍然较小。整体来看，虽然

上周宏观事件较多，但是对铜价的影响程度比较有限。

本周海外宏观数据主要关注欧元区国家制造业 PMI 初值，以及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的利率决

议，如果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可能引发外汇市场的波动，从而通过对美元指数走势的影响来间接

对铜价产生影响。

宏观国内方面，上周国内公布了一系列宏观数据，包括进出口、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销售

额、各行业投资额、社会融资规模等。从细分数据来看，表现各有所不同，但总体中性偏多。其

中，12 月进出口增速显著回升，这一方面说

明了外需和内需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也与

春节提前后企业将进出口放在 12 月集中进

行有关。从投资来看，12 月投资边际改善，

房地产投资继续高位持稳，制造业投资有回

升的迹象。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12 月的社

融处于高位，但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央行调整了社融的口径，把国债和地方债也纳入到了社融的统

计口径，如果按照此前的社融口径，12 月的社融已经出现放缓，但这种放缓符合季节性规律。从

社融的结构来看，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明显，这与近期 30 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可以吻合，



我们认为在制造业投资持续回暖的预期之下，社融结构仍然在稳定中趋于改善，这对于后期信贷

脉冲向库存周期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

本周临近春节假期，国内宏观没有重要数据公布，整体或相对平静。但由于国内近期有明显

疫情发酵且有扩散的可能，因此避险情绪可能

有所升温，对风险资产不利。从理论上讲，如

果疫情出现大范围扩散，消费首先受到影响，

然后向生产端传导，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

因此此次疫情仍需格外关注。

从微观层面看，上周加工费方面，本周进口铜精矿标准干净矿 TC在 59 美元/吨左右，较上周

持平，市场交投并不活跃。临近春节假期，且冶炼厂备货较为充足，市场活动较为清淡。

2019 年力拓铜矿产量 57.7 万吨，同比减

少 5%，主要由于铜矿品位下降，特别是

Kennecott 铜矿 4 季度品位下降明显，且将持

续至 2020 年末。2020 年，力拓预计铜矿产量

下降至 53-57 万吨。

精炼铜市场上周成交尚可，华东市场市

场交投氛围逐日下滑，交割前交投尚有体现，

交割过后市场成交开始下滑。交割前，市场

报价好铜贴水 20--升水 30 元/吨，平水铜贴水

30-升水 20 元/吨，湿法铜贴水 30-110 元/吨；

交割过后，市场报价全面贴水，报价铜贴水

110-140 元/吨，平水铜贴水 130-180 元/吨，

湿法铜贴水 200-250 元/吨。市场面临交割，交割前，市场尚有一定的交投体现，贸易商稍有补货

需求发货长单，下游补充春节前的原料库存。华南市场场报价相对坚挺，即使在交割过后，市场

依然保持着较强升水挺价，市场报价好铜升水 40-100 元/吨，平水铜升水 0-80 元/吨。本周市场



成交表现一般，市场交割前挺价情绪强烈，好铜升至升水百元左右。本周市场持货商出货不积极，

市场报货数量较少，因此供方表现出了一定的挺价情绪，下游按需拿货为主。

从冶炼企业动态来看，1月适逢春节假期，冶炼企业生产并不积极，且成品长单签约并不理想，

因此预计 1月出铜并不高；目前市场铜消费

逐步进入冰冻期，消费难以给冶炼企业带来

支撑，部分企业虽节前不停产，但产量势必

有所下降，因此 1月产量环比 2019 年 12 月

将出现回落现象。

从库存来看，上周 SHFE 库存有所累积，

华南地区社会库存小降，保税区库存明显增

加。海外方面，COMEX库存上周略微流出，从全球显性库存来看，目前仍然处于下降的过程中

并且处于若干年来的低位水平。

从下游消费来看，铜杆方面，北方市场各主

流地区铜杆生产企业陆续进入春节假期模式，工

厂基本上开启停炉状态；下游线缆企业累库业已

基本完成，本周成交情况集中在少量长单交易，

零单交投情况冷清。据我的有色网调研，北方市

场铜杆生产企业明年开工多在初八前后，南方市

场铜杆生产企业开 工多初八-初十。铜管方面，临近年末各大企业目前已基本备货完成，且基本

不发货，年后统一发货，同时物流陆续停运影响，铜加工厂基本不接新客户，因此开工率也有所

下降。本周铜价上涨，各生产厂家电解铜库存基本还是维持在 2 天左右，有的甚至不做库存，

因库存面临的资金风险比较大，同时某些企业也开始往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方向发展，优化产

能结构。

上周精废价差高位运行但有所收敛，主要因为铜价绝对价格下跌的弹性比废铜更大，精废价

差虽有收敛，但废铜仍然具有一定经济性。



从 CFTC 持仓来看，上周非商业空头持仓占比环比继续下降，多头持仓占比出现回升。我们

认为目前这种多空力量变化的格局仍会继续，

随着此前拥挤的空头头寸不断离场，为后续铜

价波动率的放大打开了空间，除非外生变量发

生非常明显的负面冲击，否则我们认为在

COMEX上沽空铜价最集中的时间窗口已经过

去。

总的来看，本周临近春节，国内外宏观面没有重要数据公布，但有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的利

率决议，关注汇率的变动对美元的影响从而可能对铜价带来的波动。国内供需方面因为季节性原

因，供需皆有所走弱，铜的成交量有所回落，多空都不愿在此时发力，风险收益比对双方而言目

前均不太合适。我们认为本周铜价大概率维持震荡格局，若显著跌破 49000 元/吨或有买盘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