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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价重回震荡区间，俄乌冲突成变量 

投资策略建议： 

铜精矿 TC 维持在 65 美元/吨，供给端的矛盾暂时不突出。本

周下游拿货需求恢复不及预期，进口铜清关量减少，强现实主要依

靠海外推动。下周逢交割，预计交割后下游企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

国内现货升水或将得到支撑。 

铜市基本面并不差，压力主要在宏观面。周五美国 CPI 公布

后，市场担忧情绪加剧，铜价重回震荡区间。在 3 月 FOMC 会议之

前，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官员的态度、非农和通胀报告，周内美联

储货币政策对价格的干扰较小。近期还需关注俄乌可能发生的冲

突，若发生冲突，判断偏利多。 

在目前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氛围下，铜价真正突破震荡区间

的上轨线离不开国内强需求支撑。整体看，预计下周仍维持震荡。 

投资策略： 

1. 单边：观望，或逢低配置多头思路 

2. 跨市：观望 

3. 期权：可卖出看跌期权，激进者可卖出宽跨式组合 

关注点: 

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俄乌冲突、库存拐点等 

  

 

2022.02.14-202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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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复盘 

本周沪铜主力重心略有上移，涨幅约 0.65%。周初及周中，美国货币政策暂时边际反转，俄乌地缘政

治风险加剧，进一步推升海外通胀担忧，宏观利好下铜价延续强势。周尾，受累于美国 CPI 走高带来的

市场避险情绪以及部分多头获利了结，沪铜主力大幅回落至 70890 元/吨。 

∟.宏观资讯 

1. 美国名义 CPI 同比上涨 7.5%，继续创下 1982 年 2 月以来新高，也大幅超过市场此前 7.2-7.3%的预

期。持续爆表的通胀也令市场将目光对准了美联储。根据 CME“美联储观察工具”，在 CPI 数据公

布后，3 月中旬美联储 FOMC 加息 50 个基点的预期概率已经从昨天的 24%飙升至 54%。 

2. 美东时间 2月 9 日周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 Raphael Bostic博斯蒂克表示，美国经济可能正接近于

转向通胀下降，他仍倾向于今年小幅加快升息步伐；同时他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加息三次，个人倾向

于加息四次，预计每次加息幅度为 25 个基点。但强调美联储并没有被锁定在一个具体的计划中。 

3. 美东时间 2月 10日周四，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 James Bullard 表示，他支持在 7 月初将利

率提高整整一个百分点，包括 2000 年以来首次加息 50 个基点，以应对美国近四十年来最热的通货

膨胀。他的计划包括在三次会议上分散加息，并从第二季度开始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随后在

下半年根据最新数据决定利率路径。 

4.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预计美联储以快于上轮加息周期的速度加息是合适的，因为现在通

胀率要高得多，就业市场也比 2015 年紧张得多。她表示，每次会议都会讨论加息，但预计 3 月仅加

息 25个基点，认为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加息 50个基点。 

5. 欧联网 2 月 13 日电，据欧联通讯社报道，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大约 10 万军队，但否认有任

何入侵意图。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再次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ímir Pútin)，入侵乌克兰将

付出惨痛代价。对此，包含美、英、日、德等 10 几个国家，要求公民与非必要工作人员离开乌克兰。 

【华安解读】 

美国 CPI数据发布后，市场已经开始交易加息 50 个基点的预期，但从目前已表态的美联储官员发言

来看，大部分联储主席持反对态度或认为时机不成熟，更倾向于渐进式加息。在 3月 FOMC 会议之前，需

要密切关注美联储官员的态度，以及非农数据和通胀报告。如果美联储官员立场转向一致，或就业及通

胀数据依旧火热，那么美联储将有可能选择打压通胀预期。考虑到市场反复定价加息预期，并且加息对

需求端的影响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周内宏观面的压力对铜价的干扰比较小。 

近期宏观面还需要关注俄乌可能发生的冲突，若发生冲突，铜供应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且市场避险情

绪可能增加，判断偏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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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1. 秘鲁去年 12月铜出口量同比增长 7.62％，至 22.877 万吨。 

2. 2 月 8 日，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再次拒绝了在本地领土上的 Morrison 铜金矿的勘探许可，理由是

对当地水质和野生红鲑鱼的潜在风险。该铜金矿预计在其 21年的使用寿命中每天可生产 30,000

吨矿石，但勘探计划自 2003 年以来止步于环境评估阶段停留了 19 年。加拿大最大的铜生产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接待了当地和全球各地的勘探者。2019 年，积极势

头趋于平缓，该省的矿产和煤炭勘探支出比之前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年，总计 3.29 亿加元。 

3. MMG 公司周一表示，秘鲁社区再次封锁 Las Bambas 铜矿运输道路，导致矿场缩短作业时间，可

能将在 2 月 20 日之前停止运营。自 2016 年以来，作为中国拥有的矿产，该铜矿一直是秘鲁社

区抗议与道路封锁的爆发地，上次该矿山由于封锁导致的暂停运营是去年 12 月。MMG 表示，在

最新进展中，当地社区在距离 100 公里处竖起了新的封锁线。公司声明称：“由于出入境运输

封锁限制，Las Bambas 铜矿被迫减少矿山作业，如果封锁不结束，将于 2 月 20 日停止生产。” 

∟.现货交易 

1. 上海市场：本周上海市场贸易商基本已恢复交易，市场询报价积极，货源较为宽裕。国内冶炼

厂到货量增加，库存如预期表现增库。节后第一周，下游企业复产较为缓慢，预计到正月十五

左右才能基本恢复。前半周市场消费清淡，升水高报低走，贸易商让价后有部分成交。后半周

下游工厂采购量持续回升，市场需求回暖带动现货报价小幅反弹，升水坚挺。 

2. 上海洋山港市场：上海洋山港现货市场总体表现略有回升，但成交依然不佳，市场报盘偏高，

询盘低，还盘少；仓单和提单市场成交表现疲软加上境外市场有冶炼企业停产，导致东南亚市

场升水偏高，从而对上海保税区现货存在压制；截止本周五仓单升水 62-72 美元/吨，均价 67

美元/吨，较上周增 1 美元/吨；提单市场成交同样表现较差，截至本周铜现货提单升水 60-70

美元/吨，均价 65 美元/吨，较上周增 2 美元/吨。 

3. 佛山市场：节后供应大幅增加，库存上修明显，较去年同期增长 27.86%，月环比增长 169.14%。

由于现货市场贴水较大，多数企业放弃出售零单转为长单交付。多数下游企业依旧处于放假当

中，市场成交较为冷清，现货升水一路下滑，周内升水下跌 55 元/吨，未注册交割品牌因销售

难，主动降价出售。由于近期广东、广西两地区疫情反复，春节假期人员流动量较大，下游工

厂逐渐开工，但工人难以及时返岗；部分贸易商对后续下游接货情况稍显担忧，不敢大量低价

囤积货源，多数依旧保持观望为主，等待下游市场开工后进行交易。 

4. 鹰潭市场：本周为春节后第一个交易周，部分贸易商及下游企业尚未复工，因此在消费需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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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叠加低库存效应和需求回暖预期下本周铜价大涨。高涨的铜价抑制消费，因此本周市场整

体成交较为冷清。鹰潭市场电解铜现货价格 72540-72640 元/吨，中间价在 72590 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上涨 300 元/吨；升水铜升水 140 元/吨，平水铜升水 80 元/吨。 

∟.库存与基差 

图 1 铜精矿加工费（美元/吨、美分/磅） 图 2 精铜-废铜价差（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 全球显性铜库存（吨） 图 4 电解铜现货升贴水（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近期进口窗口持续亏损，亏损价格在 400-900 元/吨，清关量减少，导致市场上进口铜货源不多。进

口窗口亏损有扩大趋势，预计后期清关量将减少。春节期间国内冶炼厂发货增加，但周内下游复工较为

缓慢，现货市场拿货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上期所仓单库存大幅增加，上海、广东和江苏等地同时出现增

库。下周逢交割，预计在交割后下游加工企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国内现货升水或将得到支撑。 

根据 Mysteel 废铜团队调研，本周二十家企业废铜成交量环比增加 207%。本周下游铜厂原料库存得

到补充，加之当前铜价处于高位，存在下行风险，预计下周废铜成交难有较大突破，或维持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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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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