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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两弱格局持续，铜价高位震荡 

投资策略建议： 

宏观面：俄乌局势进入长期化且目前仍处于紧张状态，北约继

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宣布对 400 余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

施制裁。国内后续一系列稳增长、稳市场的政策举措有望陆续出台，

市场的“政策底”将进一步夯实。宏观面对铜价仍具有支撑。 

供需面：国内电解铜库存 13.26 万吨，较前期有所下降。各市

场冶炼企业到货少，一方面疫情导致交通运输受限，另一方面冶炼

企业出口持续，冶炼企业成品库存不高。因此预计下周市场仍以刚

需补库为主，实际消费待疫情好转、铜价回落后有望好转。 

综合来看，当前宏观正处于国内政策拖底及美联储缩表尚未到

来的“窗口期”，供给仍受减产、疫情等因素影响，铜价向下的概

率及幅度不大。操作上建议采用双卖组合策略。 

 

 

 

近期关注: 

主要经济体 PMI、国内政策出台、疫情恢复和俄乌冲突等。 

  

 

2022.03.28-2022.04.01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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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当地时间 3月 24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贸易和发展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恶化。报告

显示，受俄乌冲突及各国近几个月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将 2022年全球经济增

长预测从 3.6%下调至 2.6%。发达经济体加息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无序变动可能对发展中经济体造成

毁灭性打击。发展中国家今年将需要 3100 亿美元来偿还外部公共债务，俄罗斯经济今年将经历深度

衰退，西欧、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将显著放缓。 

2. 当地时间 3月 24日，北约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持续了大约 2 个小时，会后发

表《北约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声明》，声明作出三个方面的决定。一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二是加强北约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部署，三是北约成员国同意

增加军费，将使各国的军费开支达到或接近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2%的标准。 

3. 克利兰夫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不认为加息 50 个基点的选项应该被排除，其倾向于在 2022 年底前

将利率提高到 2.5%，预计 2023 年将在中性水平之上进一步加息，预计今年通货膨胀率会下降，但

不会回到 2%。 

4.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美商业经济学家协会举办的会议上发表讲话。鲍威尔称，通货膨胀已危及到

经济复苏，央行将采取强硬行动。上周美联储自 2018年 12月以来首次加息 25个基点，点阵图还暗

示在今年还将加息至少六次，以平抑飞涨的通胀。鲍威尔认为，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而通货膨胀

率则高得多。他在演讲稿中重申了上周决议公布后的立场——“加息将继续下去，直到通胀得到控

制。”但令市场惊奇的是，鲍威尔称，“如果有必要，单次加息的幅度可能会超过 25个基点。” 

∟.高频数据 

图 1 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万吨） 图 2 高炉开工率（%）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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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百城土地成交量及溢价率（宗，%） 图 4 乘用车当周日均销量（辆）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行业资讯 

1. 外电 3 月 24日消息，紫金矿业一份声明称，其塞尔维亚部门计划停止其铜冶炼厂的生产三个月

（4 月 20 日至 7 月底），以开展计划的工作，使其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并增加产能。 

2. 哈萨克斯坦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1-2 月精炼铜产量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1%。 

3. 海关总署：2022 年 1-2 月份精炼铜管子附件出口总量 21698.747 吨，同比去年 1-2 月份出口总

量增加 18760 吨，增幅 638%。2022 年 1-2 月份精炼铜管子附件进口总量 25.07 吨，同比去年 1-2

月份进口总量减少 6.38吨，降幅 21.57%。 

4. 2022 年是紫金矿业计划矿产铜 86 万吨、矿产金 60 吨。 

5. 华东有色金属城对于运输存在一定限制，致使再生铜供应量持续走弱，缺货得现象越发明显，

加之盘面居高不下，预计再生铜难有明显议价空间。 

6. 据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3 月 22 日最新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铜产量为 2109.6 万吨，同

比增加 2.2%。其中智利下降 1.9%至 562.3 万吨，秘鲁增长 7%至 230 万吨，俄罗斯增加 28%达 87.5

万吨，印尼（+49%）、刚果民主共和国(+12%)、巴拿马(+61%)和中国(+10%)。 

7. 卡莫阿-卡库拉 II 期 380万吨/年选矿厂提前开始热试车，目前正在从 II期选厂生产铜精矿。3

月 21 日启动 II 期选矿流程，第一批铜精矿已经产出，比最初宣布的开发计划提前了大约四个

月。II 期选矿厂与 I 期选矿厂设计产量均为每小时 475 干吨，即每年生产 380 万吨矿石。在过

去六个月里，一期选矿厂的表现强劲，超过矿石设计产量的 10%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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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与基差 

图 5 现货加工费（美元/吨、美分/磅） 图 6 现货进口盈亏（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Mysteel、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 精废价差（元/吨） 图 8 交易所库存（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9 上海有色现货升贴水（元/吨） 图 10 LME 铜现货升贴水（美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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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交易 

1. 上海市场：本周上海及周边地区疫情影响仍延续，新增确诊人数仍未有下降趋势，电解铜物流

仓储和下游加工企业正常生产严重受阻。贸易商仍有相当比例正处于隔离状态，诸多不确定因

素导致贸易商出货意愿一般。临近 3 月底，持货商为完成贸易量及回笼资金需求而大幅让价出

货，导致本周上海市场现货价格大幅走低。但进口窗口持续关闭，进口货源稀少，尤以湿法铜

较为少见，上海现货库存去库幅度较大，至后半周贸易商让价意愿减弱，升水企稳。尽管贸易

商持续大幅让价以求成交，但本周期铜价格始终维持在 73000 元/吨以上高位，高铜价叠加疫情

对实际需求造成较大抑制，下游企业均以观望为主，接货意愿低迷。本周贸易商长单供应基本

结束，贸易商补货需求亦不强。本周上海市场电解铜升贴水出现大幅回落，周初好铜升水 345

元/吨，平水铜升水 310元/吨，延续了上周的高价。而后贸易商为完成贸易量而持续让价成交，

日内价格多呈现高开大幅低走局面。至周五好铜报升水 190 元/吨，平水铜报升水 170 元/吨。 

2. 上海洋山港现货市场：上海洋山港现货市场成交表现较差，由于沪伦比值扩大明显，市场仓单

及提单溢价基本维持不变；现货市场呈现无报盘、无法报盘、询盘几乎没有的格局；截止本周

五仓单升水 30-50 美元/吨，均价 40 美元/吨较上周持平；提单溢价同样维持平稳，截至本周铜

现货提单升水 35-55 美元/吨，均价 45 美元/吨较上周持平。 

3. 佛山市场：近期广西地区疫情影响下，广西货源运至广东时间增加，汽运司机难寻；虽部分炼

厂转发铁路运输，但货源集中铁路运输时间变长，导致广东地区入库量减少。恰逢月底季末，

部分炼厂有减库需求，抛货换现意愿强烈，致使现货升水一泻千里。周内铜价长期保持在 73000

元/吨以上，下游畏高情绪渐浓，接货力度不佳；加之月底资金较为紧张，前期广东受疫情影响

下成品货源发货受阻，厂内成品库存较高，从而导致资金回拢缓慢，采购意愿不佳。原本的三

月消费旺季，受疫情影响有所停滞，下游采购情绪低糜，等待终端消费恢复后，提升下游订单

量，从而带动市场交投情绪。市场本周成交以当月票为主，下周陆续转为下月票交易；在供应

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且疫情逐渐好转，现货升水有望止跌回升。 

4. 天津市场：本周天津市场电解铜散货成交异常，长单交付量出现下降；由于东北及内蒙均出现

疫情防控升级，导致两区域发往天津市场现货量大幅减少，从而使市场现货供应出现缺口，不

过由于下游企业同样受疫情干扰，出现连续三天没有采购需求，因此市场持货商报价并没有因

供应紧张而上升，反而出现持货商因变现需求回升开始贴水出货，不过周内整体成交依然清淡。

成交方面周内贴水最高 200 元/吨询盘，报盘基本贴 50-升 50元/吨区间，实际成交区间在贴 100

元/吨-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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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庆市场：本周铜现货价格高位偏强运行，周一重庆市场电解铜中间价 73290 元/吨，较上周五

上涨 200 元/吨，周内始终保持在 73000-74000 元区间高位运行，周五价格涨至 73745 元/吨，

较上周五上涨 655 元/吨，涨幅 0.90%。本周重庆市场供应商反馈，重庆市场周边下游企业受疫

情影响，物流运输受到抑制，运输成本抬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加之铜价居高不下，下游消

费持续低迷，部分加工企业停产。散货难有成交，贸易商以长单供应为主。本周重庆市场电解

铜库存较上周小幅回升，主因疫情管控以及下游需求减弱导致出库量大幅减少。据 Mysteel 统

计，本周重庆电解铜库存为 0.36 万吨，较上周 0.34 万吨小幅增加，供应正常，需求持续低迷。

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国内低库存和外部地缘因素支撑铜价偏强运行。 

6. 鹰潭市场：本周鹰潭电解铜市场整体交投氛围较为冷清，主因周内铜价高位震荡导致下游消费

较为低迷。即使贸易商因月底有完成贸易量及回笼资金需求，从而持续下调升水报价，但在铜

价上涨趋势下成交未有起色。周五鹰潭市场电解铜现货价格 73740-73900元/吨，中间价在 73820

元/吨，较上周上涨 360元/吨；升水铜升水 280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元/吨；平水铜升水 1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30 元/吨。近期受疫情影响，江西地区防控升级，生产线虽不停工但产量

减少，市场流通货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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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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