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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微观环境良好，铜价或维持强势 

市场分析： 

春节前后，有色板块总体呈现单边上行的态势，铜价创下近 9 年来新

高。这主要得益于海内外疫情明显好转，国内 O 新增，英国或将计划解除

限制措施；另外拜登刺激方案取得进展，2 月 26 日美国众议院或将进行表

决，3 月 15 日或将得到实行。2 月 11日，中美领导人通话，拜登一定程度

上释放了善意，宏观经济好转预期进一步增强；全球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

市场也押注经济将迅速复苏、通胀率将上升。这些使得有色板块获得了明

显的上行动力。假期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火爆，政策同时也大力助推汽车、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消费，新能源的向好将体提振精炼铜的需求。 

产业端，秘鲁近期为应对第二波疫情冲击，部分地区运输运力减半甚

至暂停，铜产品流通受阻；智利部分港口受海上风浪影响出现海运延期现

象，叠加集装箱紧缺问题持续存在。此外，全球铜库存水平较低，国内库

存水平虽然出现小幅增加，但是与往年同期相比，整体累库表现依然较弱。

且今年国内各地倡导就地过年，部分工厂春节期间并未完全放假，或将带

来下游开工旺季的提前到来，市场对于节后的需求展望向好。预计铜价将

保持强势。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多单持有，但需警惕市场不及预期导致的高位回调风险，

可引入期权参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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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春节期间，国内疫情形势进一步缓和。 

2. 2 月 11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后首次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通话，通

话的要点来看要尽量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的冲突，也释放了非常明显

的善意。 

3. 美国 1 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5.3%，预期增长 1%，前值由下降 0.7%

下修至下降 1%；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5.9%，预期增长 1%，前值由

下降 1.4%下修至下降 1.8%。 

4. 全球国债收益率持续大涨，纷纷创下阶段新高。10 年期美债收益率

涨 10.4 个基点报 1.321%，创一年新高；英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涨

5 基点报 0.619%，创一年新高。市场押注经济将迅速复苏、通胀率

将上升。 

5. 美联储卡普兰：美国离实现最大就业还很远；预计 2021年经济增速

会非常强劲，如有更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则会加强这一势头；短期物

价压力来自物品短缺。 

6. 美国至 2 月 6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79.3 万，预期 75.7 万，前值

由 77.9 万修正为 81.2 万；至 1 月 30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 454.5

万，预期 449 万，前值由 459.2 万修正为 469万。 

7.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现在不是减缓财政支持的时候，至少在

年底之前都需要财政支持；必须继续宽松货币政策；如果有必要，

欧洲央行可以扩大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规模。 

8. 国家统计局发布以 2020 年为基期的全国 CPI 和 PPI 数据，为基期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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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后首次数据发布。中国 1 月 CPI同比下降 0.3%，预期下降 0.1%，

前值增 0.2%。 

9. 春节假期，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多处新能源车企的体验店和销售

点，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小鹏、蔚来、理想、威马等中国新能源新

势力车企，均销售人气旺盛。 

10. 商务部再度发力促进汽车消费。《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

引》提出，扩大新车消费，优化汽车限购政策；各地不出台新的汽

车限购规定，稳定城市汽车消费。鼓励限购地区号牌指标数量配置

向新能源汽车倾斜，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新能源家用汽车给予支持，

研究不限购具体措施；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巩固新能源汽车

市场增长势头。 

华安解读： 

海内外疫情明显好转，国内 O 新增，英国或将计划解除限制措施；另

外拜登刺激方案取得进展，2 月 26日美国众议院或将进行表决，3 月 15日

或将得到实行。2月 11日，中美领导人通话，拜登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善意，

宏观经济好转预期进一步增强；全球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市场也押注经

济将迅速复苏、通胀率将上升。这些使得有色板块获得了明显的上行动力。 

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火爆，政策同时也大力助推汽车、尤其是新能源

汽车消费，新能源的向好将体提振精炼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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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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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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铜库存处于历史低位水平，截至 2 月 17 日，COMEX 铜库存报

6.49万吨，较节前继续下降 3269 吨；LME 铜库存报 7.6 万吨，虽然春节期

间小幅累库 1500 吨，但仍接近去年 9 月触及的 15 年低点；国内库存水平

节前出现小幅增加，但是与往年同期相比，整体累库表现依然较弱。今年

国内各地倡导就地过年，部分工厂春节期间并未完全放假，或将带来下游

开工旺季的提前到来，市场对于节后的需求展望向好。此外，由于智利和

秘鲁运输不畅，供应端依旧维持偏紧态势，2 月 10 日铜精矿现货 TC 报 40.5

美元/吨，续创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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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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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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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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库存水平较低，

反应需求端目前依然比较旺盛。 

市场分析： 

春节前后，有色板块总体呈现单边上行的态势，铜价创下近 9 年来新

高。这主要得益于海内外疫情明显好转，国内 O 新增，英国或将计划解除

限制措施；另外拜登刺激方案取得进展，2 月 26 日美国众议院或将进行表

决，3 月 15 日或将得到实行。2 月 11日，中美领导人通话，拜登一定程度

上释放了善意，宏观经济好转预期进一步增强；全球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

市场也押注经济将迅速复苏、通胀率将上升。这些使得有色板块获得了明

显的上行动力。假期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火爆，政策同时也大力助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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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消费，新能源的向好将体提振精炼铜的需求。 

产业端，秘鲁近期为应对第二波疫情冲击，部分地区运输运力减半甚

至暂停，铜产品流通受阻；智利部分港口受海上风浪影响出现海运延期现

象，叠加集装箱紧缺问题持续存在。此外，全球铜库存水平较低，国内库

存水平虽然出现小幅增加，但是与往年同期相比，整体累库表现依然较弱。

且今年国内各地倡导就地过年，部分工厂春节期间并未完全放假，或将带

来下游开工旺季的提前到来，市场对于节后的需求展望向好。预计铜价将

保持强势。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多单持有，但需警惕市场不及预期导致的高位回调风险，

可引入期权参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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