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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市或将震荡偏弱运行 

投资策略建议： 

宏观面，美联储表示货币政策会逐渐收紧，但总体立场依然鸽派。

美国就业市场复苏远不如预期强劲，核心 CPI 或持续走高，但通胀

继续上升也将引发市场进一步担忧。国内货币政策收紧的概率较

低，在“调结构、稳供给”的作用下，通胀压力将维持可控。国常

会强调要对供需进行双向调节，短期或将增加市场扰动性。 

 

基本面支撑力度较强。南美铜矿生产仍未完全恢复，叠加上调矿业

税、罢工等事件，供给端的价格支撑仍在。伴随着下游对铜价接受

度进一步提升，以及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有望大幅度反弹，对于铜的

需求仍然是较大的推动。 

 

整体看，预计下周铜价将继续受市场负面情绪主导，双向波动幅度

加大，震荡偏弱运行，做空头风险较大，建议观望，多头适当减仓。 

 

 

下周关注: 

1. 美国 4 月新屋销售年化总数 

2. 美国 4 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3. 美国至 5 月 2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4. 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年化季率 

5. 美国 4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 

6. 欧元区 5 月工业景气指数 

7. 欧元区 5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2021.5.17-2021.5.21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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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美联储公布 4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暗示未来会讨论减码，经济活动的强劲回升将引发收紧政

策的讨论。多名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美国经济距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大目标取得进一步的

实质性进展仍有距离。部分官员认为，如果美国经济继续朝着两大目标快速前进，那么在未来

某次会议中开始讨论调整美联储资产购买步伐的计划“可能是合适的”。这是疫情在美国暴发

以来，美联储官员首次讨论收紧货币政策立场的可能性。 

2.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价格攀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突出重点综合施策，保障大宗商品供给，遏制其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向居

民消费价格传导。会议强调，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 

3. 中国 1-4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9.9%，预期增长 20%，前值增长 25.6%。1—4月份，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40240 亿元，同比增长 21.6%。 

4. 中国 4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预期增长 10%，前值增长 14.1%。中国 1-4 月份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0.3%，预估为 21.1%。 

5. 中国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7%，预估为 25%。中国 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 29.6%，预估为 31.9%。 

【华安解读】 

4 月美联储会议纪要首次讨论缩减资产购买，表示在不久的将来，货币政策会逐渐收紧。会议纪要“如

果经济继续迅速改善，在未来几次会议的某个时点可以开始讨论”，鹰派观点明显强于上个月，但总体

立场还是鸽派，可以观察到在会议纪要发布后，美股指数跌幅明显收窄。 

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始终取决于就业和通胀。4 月货币政策会议召开时，参考的是 3 月就业

和通胀情况，美国 3 月就业大幅回升，非农就业人数激增 91.6 万人，为去年 8 月以来最大的涨幅，失业

率降至 6%，核心 CPI为 1.6%。这些数据难免会让美联储认为经济将迅速改善，宽松措施会以更快速度退

出。但 5 月初公布的修正后 3 月非农就业人数下降为 77 万人，且 4 月非农就业数据仅为 26.6 万人，较

预期 99.8 万相距甚远，失业率也有所抬升。这表明美国就业市场复苏远未如想象般强劲，美联储超宽松

货币政策的思路得到验证。因此就下周而言，我们认为核心 CPI或持续走高，本轮通胀还有上行的动力。 

国内 4 月经济表现为强供给弱需求、强外需弱内需的环境，房地产投资依旧展现较强的韧性，消费

则有所走弱。在后疫情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就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进一步刺激消费，但汽车芯片短缺

的拖累仍将持续。4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依旧处于较高水平，内外部需求的改善叠加全球供给恢复的结构性

不足，将令国内生产继续保持活跃。消息面方面，国常会继续对大宗商品施压，会议强调要“对供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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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双向调节，保障大宗商品供给，并且要加强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点明目前大宗商品上涨是由

于供给不足所导致的供需缺口，主要应对措施是保障供给和打击炒作。那么，货币收紧的必要性则较低，

预计在“调结构、稳供给”的政策作用下，国内通胀压力将维持可控。 

整体看，当前国内外货币环境保持在较宽松的水平，以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也预示着短期内的流动

性宽松不会改变，利好铜价。不过，美国通胀继续上升也将引发市场进一步担忧，中国政府对大宗商品

的关注或将增加市场扰动性。预计下周铜价将继续受市场负面情绪主导，双向波动幅度加大，进入震荡

偏弱阶段。 

∟.行业资讯 

1. 2021年 4 月，中国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为 50.5，较上月回升 4.2 个百分点；先行指数 110.6，

较上月回升 1.7 个点；一致指数为 97.3，较上月回升 3 个点。 

2. 中国 4 月份精炼铜产量为 90.1 万吨，同比增长 16.6%；1-4 月份精炼铜产量为 337.8 万吨，同

比增加 15.3%。1-4 月累计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共计 788 万吨，同比增长 4.4%；4 月单月进口铜

矿砂及其精矿 192 万吨，同比减少 4.8%。 

3. 秘鲁总统候选人 Pedro Castillo 表示，如果下个月能够当选，那么将上调采矿行业的税费，同

时就大公司的税收合同进行重新谈判。 

4. 全球最大铜矿——智利埃斯康迪达铜矿代表矿工利益的工会周三表示，如果资方必和必拓不改

变以往对其劳动力的“糟糕”态度，在即将到来的合同谈判中达成“公平且合理”的协议，将

准备进行一场漫长的罢工。 

5. 在南美洲铜资源丰富的安第斯山脉，由于新冠病毒期间的高贫困和高债务水平可能导致政策的

急剧转变，并使矿业财富成为愤怒的公民和政治领导人的焦点，政治风险正在上升。 

∟.现货交易概况 

1. 21 日上海保税区美金铜仓单升水维持不变，升水价格 32-40 美元/吨，均价 36 美元，成交少；

提单升水价格有回升趋势，升水价格在 23-35美元，均价 29 美元，涨 2美元。 

2. 21 日上海 1#电解铜报价 71570-72350元/吨，均价 71960 元/吨，跌 420 元/吨，成交改善。 

3. 5 月 21日 Mysteel 佛山光亮铜均价报 65900 元/吨，较昨日跌 200 元/吨，市场成交欠佳。 

4. 21 日国际铜现货价格 64000-64050 元/吨，均价 64025 元/吨，跌 290 元，保税区市场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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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图 1 铜粗炼费 TC（单位：美元/吨） 图 2 交易所铜库存（单位：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南美铜矿生产仍未完全恢复，叠加上调矿业税、罢工等事件，使得铜矿供应紧张局面短期内难以缓

解，供给端的价格支撑仍在。据我的有色网报道，5.17-5.21 本周国产粗铜加工费 2050 元/吨，较上周上

涨 50 元/吨，进口粗铜加工费 220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20 美金。铜精矿加工费虽有小幅回升，但仍处

于近年低位，5-6 月国内铜冶炼厂进入大检修集中期，将导致产量出现环比收缩。四月中旬之后，海外

LME铜库存持续回落，国内交易所小幅累库。基于短期内铜价震荡偏弱的期待，下游对铜价接受度将进一

步提升，入市买盘将更积极，未来铜去库可能较顺畅。 

∟.基差 

图 3 1#电解铜现货升贴水（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受期铜接连下滑利好，本周下游买货改善，现货贴水持续收窄。近期交付长单，市场买盘力度仍集

中于贸易商之间，货商也有上调报价意愿，基差或将继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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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基建行业 

图 4 百城土地成交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图 5 房地产竣工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铜主要受到下游房地产和基建两个产业的影响，地产和基建都具有资金密集型的特征，在国内货币

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我们或许仍将看到地产和基建的稳定回升。 

当前处于房地产竣工大年，尽管四月房地产竣工面积低于预期，但这也为接下来的竣工数据提供更

大的弹性，同时百城土地成交面积也将回升更为明显。 

图 6 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单位：%） 图 7 新能源汽车产量（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Wind、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二季度专项债的发行明显增速，所以基建投资将迎来大幅度反弹。炼厂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保持稳

定恢复，对于铜的需求仍然是较大的推动。除了传统基建，新基建如新能源汽车领域，都不能离开有色

金属产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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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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