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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需求收缩，铜价震荡为主 

市场分析： 

2020 年国内宏观经济数据出炉，国内经济规模迈入百万亿大关，四季

度 GDP 增长超出市场预期，达到 6.5%；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市场对美国政

府出台进一步经济刺激政策预期增强，美元持续走弱，经济恢复预期增强，

市场对需求的信心得到提振，铜价下方支撑力度较强。产业端，12 月汽车

产量，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量继续保持告诉增长，且商务部计划提振大宗

商品消费，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对需求可能有一定的提振。库存方

面，截至周五中国电解铜现货库存 15.44 万吨，较上周下降 1.25 万吨，近

日各地冶炼企业发货减少，市场进口铜同样偏少，因此库存下降趋势有所

加速，铜价长期向好趋势不变。废铜市场精废差扩大至 3500 上下位置，持

货商换现意愿较强，但下游临近年末接货情绪不高，部分厂家计划提前放

假，市场活跃度降低。考虑到国内疫情仍在严防，随着春节来临，加上寒

冷天气可能造成的生产放缓，需求短期或有一定收缩，短期铜价或以震荡

为主。 

投资策略： 

建议可考虑继续持有沪铜多单，同时搭配虚值看跌期权进行保护；另

外建议投资者可考虑备兑策略，可持有期铜多头同时卖出虚值看涨期权，

需注意做好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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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国家发改委：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推动汽车

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限购城市适当增加号牌

指标投放；促进家电等保有量大的耐用消费品更新消费，积极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市场。 

2. 中国 GDP 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公布，初步核算，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 亿元，同比增长 2.3%，其中，第四季度增

长 6.5%。2020 年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3. 中国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9%，预期增 3%，

1-11月增 2.6%；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11月增 0.2%。 

4. 中国 2020 年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4.6%，预期增 5.4%，

前值增 5%；其中，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4.4%。2020 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3.9%，其中网上零售额增长 10.9%。 

5. 中国 2020 年 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7.3%，预期增 7%，前

值增 7%。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预期增 2.4%。 

6. 中国 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9%，预期增 3%，

1-11月增 2.6%；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11月增 0.2%。 

7. 拜登公布“美国拯救计划”，建议刺激 1.9 万亿美元。拜登将呼吁

实施 15 美元的最低时薪，要求更新带薪休假制度，建议实施 3500

亿美元州政府救助、向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和病毒筛检提供 1600

亿美元资金。此外，拜登提议给美国国民直接发现金 1400 美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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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2月的 600 美元在内合计 2000 美元。 

华安解读： 

中国 2020 年经济数据出炉，全年 GDP 增长 2.3%，规模迈入百万亿大关，

第四季度 GDP 增长 6.5%，超出市场预期；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市场预

期将出台进一步经济刺激政策，风险偏好回升，美元持续走弱，市场对需

求的信心得到提振，铜价下方支撑力度较强。 

供应端： 

中国 12 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约为 189，高于上月的 183 万吨，但低

于上年同期的 192 万逾吨。精炼铜产量维持年末冲量趋势，11 月产量同比

上涨 6.02%，至 98.6 万吨。但精炼铜库存却仍在走低，反映了需求较为强

劲。虽然近期多个矿山达成了薪资协议，但由于疫情困扰铜矿主要产区，

铜矿供应仍存在一定的紧张预期。 

图1：铜精矿进口量                                    图2：精炼铜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从整体库存水平来看，国内精炼铜库存水平再度下降，反应国内需求

旺盛，全球库存持续走低。库存水平低可能主要得益于国内以及海外需求

较为强劲，提振了精炼铜的需求。废铜供给由于国内再生铜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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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有望增加。 

图3：交易所精炼铜库存                                图4：精废差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需求端： 

国内流动性在此前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引导下相对充足，因此未来

在诸如电网这类基建领域的投入或仍有一定潜力。而且今年国家电网的年

度投资计划尚未完成，为了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十二月的资金投放会明显

提高，而从投资到项目实际落地仍有一定的时滞，年底投放的资金一般体

现在明年上半年的交货量上，因此明年上半年电网需求仍有支撑。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在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因此对于清洁

能源的布局在未来的十四五规划中也将会是重点项目，而这其中也将会涉

及对于现存电缆布局进行更新的需求，也对铜需求有所支撑。 

国内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结构性的看，房地产

施工周期大致为 18 个月，考虑到房地产竣工面积连续三年负增长，而 

2018-2019 年新开工面积却持续正增长，再考虑到 2020 年房屋竣工进程受

疫情影响可能较大，2021 年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有望上行转正，将会铜对

的需求产生一定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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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汽车板块而言，此前在经历了连续 3 年的下跌之后，行业有望进入

改善周期。并且通过观察可发现，汽车销量增速与部分宏观指标的相关性

相对较高，如 M1增速以及 PMI 等数据大约会提前汽车消费增速 2个月左右

出现较为明显的拐点。因为流动性充足意味这消费能力高。而由于当下中

国方面对于新冠疫情的较为有力的控制，故此使得未来经济持续复苏的条

件相对充分，叠加近期国内汽车销量均呈现出了较为靓丽的增长，3 季度以

及 4 季度均有 8%左右的增长，显现出市场情绪的改善也相对较为明显，加

之新能源汽车又是十四五规划中重点提及的项目，并且也是为了达成 2030

年国内碳排放达到峰值的要求，预计 2021 年，汽车的总体增长幅度加快，

新能源汽车可能实现快速增长。而新能源汽车的单车耗铜量比传统汽车高

出 3 至 5 倍，叠加充电桩的需求故此预计对于用铜量的推动也将会达到 5%

左右的增长。 

图 5：电力行业投资增速                                  图 6：房地产行业增速 

 

图7：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速                             图8：空调产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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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12 月份空调产量同比略有下降，但预期 2021 年海外需求的复苏或许也

将在出口方面给予家电消费一定的支撑。而家电作为地产后周期产业，由

于竣工增多，内需也会增加，预计 2021 年家电板块对于用铜量的需求也会

有所上涨 

华安解读：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能源工作会议来看，新

能源投入有望继续加速，对铜消费或有较大拉动。此外，铜库存仍在下降，

反应需求端目前依然比较旺盛。 

市场分析： 

2020 年国内宏观经济数据出炉，国内经济规模迈入百万亿大关，四季

度 GDP 增长超出市场预期，达到 6.5%；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市场对美国政

府出台进一步经济刺激政策预期增强，美元持续走弱，经济恢复预期增强，

市场对需求的信心得到提振，铜价下方支撑力度较强。产业端，12 月汽车

产量，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量继续保持告诉增长，且商务部计划提振大宗

商品消费，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对需求可能有一定的提振。库存方

面，截至周五中国电解铜现货库存 15.44 万吨，较上周下降 1.25 万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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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地冶炼企业发货减少，市场进口铜同样偏少，因此库存下降趋势有所

加速，铜价长期向好趋势不变。废铜市场精废差扩大至 3500 上下位置，持

货商换现意愿较强，但下游临近年末接货情绪不高，部分厂家计划提前放

假，市场活跃度降低。且考虑到国内疫情仍在严防，且随着春节来临，加

上寒冷天气可能造成的生产放缓，需求短期或有一定收缩，短期铜价或以

震荡为主。 

投资策略： 

建议可考虑继续持有沪铜多单，同时搭配虚值看跌期权进行保护；另

外建议投资者可考虑备兑策略，可持有期铜多头同时卖出虚值看涨期权，

需注意做好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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