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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为主，不建议多头参与

投资策略建议：

贸易方面，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对市场多有打击，同时美对多个地区采取贸易措施，

影响市场看多心理，避险情绪升温，不利有色。

经济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均不容乐观，美国 5 月非农数据爆冷，不利有

色。

货币方面，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预期增加，国内货币渐宽松，作为经济托底措施，

对市场影响乏力。

铜：国内冶炼厂新投产按预期进行，精矿供应偏紧，加工费仍然高企，长周期来看，

铜价在供应端有上涨动力。

但是，短期宏观不乐观，需求乏力，底部或还有一定空间，不建议重仓。

铝：原材料成本有小幅下滑，同时越南对国内铝材认定倾销，短期内供需双若，不利

铝价。长期来看，电解铝供应增长受限，社会库存下降较快，铝价在成本端徘徊，有

提涨动力，建议清仓试多。

锌：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高位，等国内冶炼瓶颈改善，精炼锌供应会

有宽松表现，锌价或继续下行。

镍：印尼国内镍供应整体宽松，菲律宾镍矿供应增加，叠加国内镍矿港口库存较高，

不锈钢消费较乏力，镍保持高价压力较大，长期来看可继续空单参与。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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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发改委透露，正牵头组织研究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

度，以更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具体措施将于近期

出台。

2. 发改委等三部门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

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聚焦汽车、家电、消费

电子产品领域。

3.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把“双创”引向深入的措施，引导金融

机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和综合成本，将小微企业不

良贷款容忍度从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2 个百分点放宽到 3

个百分点。

4. IMF：将中国 2019 年 GDP 增速预测从 6.3%下调至 6.2%，2020

年 GDP 增速预测从 6.1%下调至 6%。

5. 中国5月财新制造业PMI今值50.20，预期 50.00，前值50.20。

6. 美国5月 ISM制造业指数今值52.10，预期 53.00，前值52.80。

7. 美国 5 月 ADP 就业人数变动(万人)今值 2.70，预期 18.50，

前值 27.10。

8. 美国 5 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万人)今值 7.50，预期 18.00，

前值 22.40。

→.华安点评：

贸易方面，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对市场多有打击，同时美对多个地区采取贸易措施，影响市场看多心理，避险情

绪升温，不利有色。

经济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均不容乐观，美国 5 月非农数据爆冷，不利有色。

货币方面，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预期增加，国内货币渐宽松，作为经济托底措施，对市场影响乏力。

图：美元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人民币汇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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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行业资讯

1. 【Chuquicamata 铜矿工会同意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延长谈

判】智利 Chuquicamata 铜矿工会周四对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提出的最新合同方案表示失望，但同意延长谈判，

以期避免罢工。

2. 巴拿马候任总统 Laurentino Cortizo 周二表示，他的政府将

审查授予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First Quantum Minerals）

子公司的一份采矿合同。这给该公司 Cobre 巴拿马铜矿项目

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在 Cortizo 发表言论之前，巴拿马

国民议会认为这个项目的矿山特许权使用费太低，且这个问

题应由下届政府决定。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5980-46140 元/吨，跌 565 元/吨，

对 1906 合约，升 130 元/吨-升 180 元/吨。今日市场成交张

弛有度，好铜挺价意愿明显且货源紧张相对昨日反差明显，

早盘报在+180 左右，平水铜进口货和国产货依旧价差较大，

平水报在+130~+160 之间，湿法铜货源较多，但价格坚挺。

→.期权波动率

→.华安点评：

国内冶炼厂新投产按预期进行，精矿供应偏紧，加工费仍然

高企，长周期来看，铜价在供应端有上涨动力。

但是，短期宏观不乐观，需求乏力，底部或还有一定空间，

不建议重仓。

图：铜;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铜：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铜期权 30 天波动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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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精废铜差价（单位：元/吨） 图：铜铝比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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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行业资讯

1. 越南商务部于 2019 年 05 月 29 日颁发议定书，决议对自中国

进口的部分铝型材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临时反倾销税范围为

2.46%～35.58%，涉及企业有广东兴发铝业、坚美铝业、澳美

铝业、凤铝等公司。临时反倾销税自议定书颁发后 7 天开始

生效，有效期 120 天。期间，越南调查机构将继续进行反倾

销调查并召开听证会，以便做出最终裁决。

2. 参与季度定价谈判的三位消息人士周一称，全球主要铝生产

商对日本买家三季度铝升水的报价为每吨 115-120 美元，较

当前季度高出 10%-14%，因称供应趋紧。消息人士称，升水上

调反映出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铝半成品船货减少的现状。日

本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铝进口国。日本买家每季同意在伦敦金

属交易所(LME)现货价格上支付的溢价幅度，成为亚洲价格指

标。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4040-14080 元/吨，均价 1406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跌 50 元，对 1906 合约平水-升水 40 元

/吨。沪铝今早进一步下挫，一度跌至万四之下，持货商近日

报价相对混乱，盘初对 6 月报价在平水~30 元/吨均有，无锡

地区较上海高 10~20 元/吨左右，尽管如此，铝锭现货均价仍

随盘价下跌，贸易商反映下游需求不是很好，出货一般，中

间商本周接货力度尚可，整体来看市场成交平淡。

→.华安点评：

原材料成本有小幅下滑，同时越南对国内铝材认定倾销，短

期内供需双若，不利铝价。长期来看，电解铝供应增长受限，社

会库存下降较快，铝价在成本端徘徊，有提涨动力，建议清仓试

多。

图：铝：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铝：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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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市场价(含税):预焙阳极 图：氧化铝平均价（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好废铝比值 图：综合平均价格指数:环渤海动力煤(Q5500K)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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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行业资讯

1. 2019 年 4 月份中国压铸锌合金生产商库存率为 14.7%，环比

增加 7.5%， 同比降低 13.1%。4 月，上海地区压铸锌合金生

产商库存率为 34.02%，居全国首位，环比增加 172%；其次为

江苏地区，压铸锌合金生产商库存率为 17.39%，环比增加

24.2%；浙江地区压铸锌合金生产商库存率为 15.38%，环比减

少 19.5%。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20810-20910 元/吨，均价 2086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150 元/吨，较沪锌 1906 合约贴水 70-

升水 30 元/吨，1#锌 20710-20810 元/吨，均价 20760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涨 150 元/吨，较沪锌 1906 合约贴水 170 元/吨

-贴水 70 元/吨。双燕对 1906 合约升水 20 元/吨左右，SMC

对 1906 合约贴水 30 元/吨，KZ 对 1906 合约贴水 50 元/吨。

今日锌价继续跟盘上涨，尾盘沪期锌大幅走高。早市持货商

报盘积极，国产普通品牌对沪锌 1906 合约贴水 20 报价，下

游采购意向一般，市场长单接货较多，市场少量成交。在第

二交易时段，升贴水整体持稳，市场交投有所转淡，部分散

单下调报价贴水至 30 元/吨。

→.华安点评：

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高位，等国内冶炼瓶颈

改善，精炼锌供应会有宽松表现，锌价或继续下行。

图：锌：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锌：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锌精矿加工费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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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锌精矿到厂价（单位：元/吨） 图：价格:镀锌板卷（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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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行业资讯

1. 【印尼青山恒嘉镍铁项目第 3 台炉子出铁】印尼青山恒嘉镍

铁项目，第 3 台炉子将于近日出铁，达产后高镍铁产量 600

吨镍/月。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镍：上海现货镍报价：95400-96550 元/吨，跌 775 元/吨，金

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6 合约升水 11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7

合约升水 115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6 合约贴水 50 元/

吨，较沪镍主力 1907 合约平水。早盘沪镍跌势扩大。现货方

面，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且适逢周末，部分贸易商有补

货需求，也有些人因价格波动的缘故，采购意愿不高。一些

下游用家逢低适量采购，交易总体来看好于上周。据悉今日

镍豆对无锡 1906 合约在贴水 800-贴水 700 元/吨附近，南非

镍贴水 300 元/吨附近。

→.华安点评：

印尼国内镍供应整体宽松，菲律宾镍矿供应增加，叠加国内

镍矿港口库存较高，不锈钢消费较乏力，镍保持高价压力较大，

长期来看可继续空单参与。

图：镍：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镍：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印尼镍矿价格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镍矿港口库存（单位：万吨） 图：300 系不锈钢两地库存（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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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无锡废不锈钢价格（单位：元/吨） 图：硫酸镍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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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

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

编 制

何磊 分析师 F3033837 /

闫丰 首席分析师 F0251054 / Z0001643

网址：www.haqh.com

Email:tzzx@haqh.com

电话：0551-62839067

http://www.haq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