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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等待需求预期兑现，铜价维持高位 

——2022 年 04 月铜市场展望 

2022年 03月 31日 

要点提示： 

1. 美国就业保持强劲，PCE指数或创新高； 

2. 国内经济仍有压力，专项债促进稳增长； 

3. 铜矿供应短期偏紧，疫情干扰精铜运输； 

4. “金三”需求难言乐观，“银四”旺季兑现可期。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美国就业市场强劲，但出现了明显的供需失衡，“薪资-

通胀”螺旋下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价格压力。另外，住房、石油也有

可能带动通胀走高，这或将迫使美联储更加激进。国内3月PMI指数

降至收缩区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紧下达剩余专项债额度，财

政政策前置有利于扩大内需。 

供需：海外矿山罢工和道路封锁问题仍在，铜精矿供应短期或

偏紧。海外部分冶炼厂停产检修，国内疫情对运输造成限制。财税

40号文细则还未明确，废铜供给受限将反向促进精铜消费。三月全

国各地疫情加剧，疫情对传统的“金三”旺季造成冲击。随着后续

管控措施到位，市场下游订单或将有所回暖，旺季需求或将兑现。 

总体来看，铜价上方受联储激进预期压制，下方有需求兑现支

撑，总体或将维持高位。投资策略：期货保持观望，期权可尝试卖

出看跌期权，或卖出宽跨式组合。 

2022/04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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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3 月铜价重心小幅上移，宏观面对价格有支撑作用，供需面维持双弱格局。上

海地区升贴水维持高位，市场对高升水认可度不高，成交清淡。期权 CU2205、CU2206

及 CU2207 隐含波动率均延续回落态势，60 日历史波动率也有所减小。 

宏观：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此次加息时点和强度均符合市场预期，美联

储主席鲍威尔认为目前美国完全有能力承受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国务院专题会

议传递了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强烈信号，后续一系列稳增长稳市场的政策举措有

望陆续出台。供需：炼厂减投带动加工费上涨，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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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以刚需补库为主。 

图表 1: 铜精矿加工费（美元/吨、美元/磅） 图表 2: 交易所铜库存（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图表 3: SMM1#电解铜现货升贴水（元/吨） 图表 4: 铜期权隐含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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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分析 

2.1 美国就业保持强劲，PCE 指数或创新高 

ADP 公布的最新就业数据显示，3 月美国就业人数增加 45.5 万人，高于市场

预期 45 万人。2 月美国失业率已降至 3.8%，接近历史低点，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

人数 67.8 万，好于市场预期。美国就业市场增长强劲，联储官员布拉德预测今年

美国失业率可能会降至 3%以下。 

2 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 62.3%,与疫情前相比仍有一定的缺口。劳动参与率不

足约有一半可归因于疫情期间的退休潮，并且这些人员不太可能重新进入劳动力

市场。当前美国职位空缺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许多雇主都以更高的薪酬来吸引求

职者。IHS Markit 数据显示，美国小企业工人的时薪连续第十个月保持增长。 

图表 5: 美国非农就业与失业率（千人，%） 图表 6: 美国劳动参与率与职位空缺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美国就业市场形势向好，但出现了明显的供需失衡。当前美国价格压力部分

来自于“薪资-通胀”螺旋，劳动力供需失衡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薪资通胀，而货币

政策无法在短期内改善劳动力供应问题。 

接下来两个月的通胀走势将成为美联储 5 月决定是否加息 50BP 的重要依据。

从住房以及石油价格来看，PCE 指数也有走高的风险，这或将迫使美联储更加激进。 

住房服务是 PCE 的最大子组成部分，约占总消费支出的 18%。圣路易斯联储经

济学家 YiLi Chien 的研究指出，房价往往是住房服务的领先指标，因为随着房价

上涨，房东可能会要求更高的租金确保相同的回报。S&P/Case-Shiller 和 BEA 的

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当前住房服务通胀与一年前的房价水平成正相关关系。鉴于

去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住房服务的通胀压力可能会持续下去。 



铜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3 

图表 7: 核心 PCE 类别中的通胀贡献 图表 8: 房价与房屋服务通胀的相关性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圣路易斯联储官网 

注：图表7“当前”指截至2022年1月，“上一次”指2010年7月到2020年1月 

俄乌冲突及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对俄制裁推动了石油价格飙升，油价在突破每

桶 100 美元后始终在高位徘徊。诚然，俄乌局势的规模仍然高度不确定，但短期

看，地缘政治可能使石油价格维持高位，对海外通胀构成一定的压力。 

2.2 国内经济仍有压力，专项债促进稳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5，相较上月下

降 0.7，细分数据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49.5 和 48.8，比上月下降 0.9

和 1.9，均降至收缩区间。近期国内疫情频发、海外局势动荡等因素对我国经济活

动造成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受抑制的产需将会逐步恢复。 

3 月 29 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做出部

署。按照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原则，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3.65万亿元，

去年底已提前下达 1.46万亿元。会议要求抓紧下达剩余专项债额度，向偿债能力

强、项目多储备足的地区倾斜，这意味着剩余的 2.19万亿元将尽快下达至各省市。 

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国外俄乌冲突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在当前面

临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加快专项债发行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扩大有效投

资，带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三、基本面分析 

3.1 铜矿供应短期偏紧，疫情干扰精铜运输 

海外矿山罢工和道路封锁或将导致 TC/RC 有所下降，铜精矿供应短期偏紧。3

月 27 日代表 MMG 旗下 Las Bambas 工人工会宣布发起抗议行动，要求审查矿业公

司支付给员工的年终利润金额；3 月 24 日 Morococha 附近的社区居民、村民和采

矿工人封锁了中央公路 104公里和 146公里处，封路行动造成中央公路道路堵塞。 

财税 40 号文《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颁布后，各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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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还未明确，政策对废铜供给产生较大扰动。据 Mysteel 团队调研，企业为了

降低可能增加的税费风险，普遍选择适量生产，废铜贸易短期内维持清淡过渡。

废铜在精炼和加工环节用量占总供应量达 32%，其供给受限将反向促进精铜消费。 

图表 9: 铜矿进口当月值（万吨，%） 图表 10: 复合肥与硫酸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海外部分冶炼厂停产检修，国内疫情对炼厂成品运输造成限制。塞尔维亚 RTB 

Bor 铜冶炼厂将于 4 月底停产检修并进行整改，使其符合环保标准并提高产能。目

前处于春季备肥旺季，国内铜冶炼厂主要副产品整体走势向上，排产积极性高。

本次疫情并未对冶炼生产造成干扰，但疫情防控拉长了成品运输时间。 

3.2 “金三”需求难言乐观，“银四”旺季兑现可期 

三月全国各地疫情加剧，截至拟稿日，31 省新增确诊病例 1293 例，新增本土

病例 1228 例。疫情对铜市传统的“金三”旺季造成冲击，市场需求未达到预期。

随着后续管控措施到位，部分地区疫情将逐步得到缓解，市场下游订单或将有所

回暖，旺季需求或将逐步兑现。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额 313 亿元，同比

增长 37.6％。电网投资本质上属于基建投资，今年我国面对三重压力有较强的稳

增长压力，政府也加大了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基建重新成为投资主流。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后，各部委积极落实相关政策，基建投资冲刺一季度“开门红”，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 8.61%。进入二三季度

旺季，基建投资或将继续加速跳升,政策发力有望继续拉动铜消费。 

客观来看，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仍未结束，领先指标地产销售额自去年下半

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地产投资增速也在快速下滑，房屋新开工面积自 2021 年 4

月以来同比持续下降。不过，近期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中指院数据显示，3 月一

线代表城市新房成交总量环比上涨 12.0%，二线代表城市成交总量环比上涨 32.3%。

多地购房政策已有松动迹象，“因城施策”调整方式下房地产市场将逐步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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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额（亿元，%） 图表 12: 地产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同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据产业在线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家用空调排产为 4146 万台，同比增长

2.5%，其中三月排产约为 1736 万台，同比增长 3.1%。前期由于原料价格持续走高，

厂商出货较为谨慎，2022 年 1-2 月销售量总体增长 0.79%，表现较为平稳。随着

高温天气来临，预计空调行业销售量还能持续增长。 

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同比增长超 160%，2022 年 1-2 月，新能源车

累计销售 76.5 万辆，同比增长 150%，市场份额达 19.2%，新能源汽车已进入爆发

期。在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指导下，新能源车短期内仍将高速发展。能源汽车

的单车耗铜量比传统汽车高 3 至 5倍，市场占比提升对铜消费来说有积极作用。 

图表 13: 家用空调销量（万台） 图表 14: 新能源汽车产销（辆，万辆）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美国就业市场强劲，但出现了明显的供需失衡，“薪资-通胀”螺旋下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价格压力。另外，住房、石油也有可能带动通胀走高，这或将

迫使美联储更加激进。国内3月PMI指数降至收缩区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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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剩余专项债额度，财政政策前置有利于扩大内需。 

供需：海外矿山罢工和道路封锁问题仍在，铜精矿供应短期或偏紧。海外部

分冶炼厂停产检修，国内疫情对运输造成限制。财税40号文细则还未明确，废铜

供给受限将反向促进精铜消费。三月全国各地疫情加剧，疫情对传统的“金三”

旺季造成冲击。随着后续管控措施到位，市场下游订单或将有所回暖，旺季需求

或将兑现。 

总体来看，铜价上方受联储激进预期压制，下方有需求兑现支撑，总体或将

维持高位。投资策略：期货保持观望，期权可尝试卖出看跌期权，或卖出宽跨式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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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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