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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好于预期，铜价短期偏强运行 

市场分析：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短期内贸易形势大概率保持平稳。美国

CPI 数据为 2.3%，美联储进一步宽松可能进一步降低。国内经济数据普遍

好于预期，政府提振经济企图和效果明显，且专项债发行超正常预期，上

半年经济回暖预期不断加强。虽然供给端废铜进口量缩减，废铜供应较为

紧缺，但目前供给端市场总体供应仍较为宽松。需求端短期有阶段性需求

支撑，且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或可期待。总体而言，预计铜价短期内偏强

运行。 

 

投资策略： 

对风险偏好者：建议适当多 CU2003，止盈点可参考铜 51000 左右，加

强风险控制； 

对于风险中性投资者：建议多 CU2003，同时适当购买铜远月看跌期权，

以规避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强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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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资讯： 

1. 人民日报钟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200

多人现场见证。超常的高规格签字仪式，经久不息的掌声，透射出强化“走

向贸易止战”利好信号的意愿。人们公认，这个成果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

向前进的一步，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步。 

2. 我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

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

符合 6%-6.5%的预期目标。中国 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

长 5.4%，预期 5.2%，2018 年增速为 5.9%。国 2019 年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8777 亿元，同比增长 8%，预期 7.8%。中国 2019年 12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6.9%，预期 5.7%，前值 6.2%；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5.7%。 

3. 国务院领导人表示，要实施好宏观政策，提振市场预期，确保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减税、节支作为关键，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传导机制；要加快补上基础设施、城

市配套设施等领域短板，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后

劲。 

4. 中国 2019 年 1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1 万亿元，预期 1.6 万

亿元，前值 1.75 万亿元。新增贷款 1.14 万亿元，预期 1.14 万亿元，前值

1.39万亿元。M2同比增 8.7%，预期 8.4%，前值 8.2%。自 2019年 12 月起，

“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以人民币计，

中国 2019 年 12 月出口同比增长 9%，预期增 2.9%，前值增 1.3%；进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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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预期增 8.6%，前值增 2.5%。 

5. 美国 2019 年 12 月未季调 CPI 同比升 2.3%，预期升 2.3%，前值

升 2.1%；12月季调后 CPI 环比升 0.2%，预期升 0.3%，前值升 0.3%。 

6. 中国固废化学品管理网公布了 2020 年第二批废铜进口批文，总

计配额量 26566 吨。截至目前，一季度废铜批文总量 297451 吨，较去年

一季度涉及的进口铜金属量还有一定的缩减，废铜供应紧缺格局不变。 

7. 中汽协：2019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7.5%和 8.2%，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2019 年 12 月

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0.1%，其中，乘用车销量为 221.3 万辆，同比降 0.9%，

新能源汽车销量 16.3 万辆，同比下降 27.4%。 

华安解读：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短期内贸易形势大概率保持平稳。美国

CPI 数据为 2.3%，美联储进一步宽松可能进一步降低。国内经济数据良好，

政府提振经济企图明显，专项债发行超正常预期，上半年经济回暖预期不

断加强。供给端废铜进口量缩减，废铜供应较为紧缺。需求端汽车产销数

据低迷，但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或可期待。 

供应端： 

国内进口铜矿石及精矿处于较高水平；精炼铜产量处于历史同期高位。

目前铜冶炼加工费处于历史低位，说明国内冶炼产能较为充足，但由于冶

炼厂成本大约分布在 55-75美元每吨，2019年 12 月末国内民营商议炼厂联

合减产，但缺乏后续消息，冶炼产能富余局面未有改变。精废价差回升说

明废铜供应相对于精炼铜较为宽松，虽然废铜进口量缩减，但废铜对精炼



 

有色金属 | 策略报告 

 4 

铜仍有所替代，供应端整体宽松。 

华安解读： 

国内民营铜冶炼厂联合可能，短期或能提振铜价，由于国内冶炼产能

富余，预计精炼铜供应偏宽松的局面并未改变。长期来看，供应端难以持

续支撑铜价。 

下游需求： 

电力行业是国内精铜消费占比最大的行业。2019 年 11 月，国家电网基

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达到 4,116.00亿元，同比下降 8.8%；国家电源基本

建设投资完成额 2,471.00 亿元，累计同比增加 9.2%。11 月份国家电网基

图 1，铜矿石及精矿进口数量 图 2，精炼铜产量 

  

图 3，TC/RC走势图 图 4，精废差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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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投资同比降幅有所收窄，国家电源累计投资增速 11 月份继续增长，

电网投资与年初规划还有较大差距，受国家电网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

控制电网投资的通知》影响，预期电网投资不会大幅上涨，但考虑到电网

投资或更多转向配网，叠加农村及老旧小区电力改造，预计电力行业对铜

需求短期或能保持稳定。 

2019 年国内房屋新开工面积 227,154.00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8.5%；

商品房销售面积 171,558.0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1%，总体保持平稳，考

虑到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广义商品房库存出现累库，且库存处

于高位，开发商投资亿元可能会降低。但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开工-施工-竣

工的周期传导，估计房地产行业竣工面积将保持增长，新屋交付预计迎来

高峰，对铜的需求有所提振。 

2019年 11 月家用空调产量 1,545.50 万台，同比增长 1.2%。从空调产

量数据来看，空调产量增速相对较低，今年双十一空调行业打折力度巨大，

对消费形成了一定的透支，同时也说明空调企业库存压力较大，预计后续

产量增速继续处于低水平，以空调为代表的白电行业或对有色需求的促进

图 5，电网及电源投资增速走势图 图 6，商品房销售面积及新开工面积增速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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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限。 

2019 年 12 月汽车产销量继续下行，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13.5 万辆，

同比下降 27%。汽车产量长期负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速大量下降，但降

幅已经有所缩窄，考虑到商务部已经发声，相关政策刺激对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拉动或可期待。 

华安解读： 

需求端总体疲软，短期内地产交付高峰及电力投资转向配网及农村、

老旧小区改造或能提振铜铝需求。或可期待商务部相关产业政策对需求的

提振。 

市场分析：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短期内贸易形势大概率保持平稳。美国

CPI 数据为 2.3%，美联储进一步宽松可能进一步降低。国内经济数据普遍

好于预期，政府提振经济企图和效果明显，且专项债发行超正常预期，上

半年经济回暖预期不断加强。虽然供给端废铜进口量缩减，废铜供应较为

紧缺，但目前供给端市场总体供应仍较为宽松。需求端短期有阶段性需求

图 7，空调产量增速走势图 图 8，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速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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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且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或可期待。总体而言，预计铜价短期内偏强

运行。 

 

投资策略： 

对风险偏好者：建议适当多 CU2003，止盈点可参考铜 51000 左右，加

强风险控制； 

对于风险中性投资者：建议多 CU2003，同时适当购买铜远月看跌期权，

以规避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强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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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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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