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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维持清淡，铜价延续震荡走势 

投资策略建议： 

本周宏观方面暂无重要新闻公布。海外方面，近期美联储官员

发言偏鹰，紧缩预期给铜价带来的压力仍在。国内方面，稳增长预

期不变，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受抑制的产需将逐步恢复。 

本周国内电解铜库存较上周增加 0.71 万吨，增量主要来自于

上海仓库，近期江浙部分需求已转向广东，预计下周广东地区库存

将继续下降。供应端，二季度现货 TC 指导价环比增加 10 美元/干

吨，中长期看供应仍然较为充裕，但短期电解铜输出受交通管制较

为严重，市场货源偏紧。需求端，疫情对铜材加工供应和采购的影

响依然在持续，江浙皖一带部分铜杆企业已进入停产，铜板带消费

短期仍然偏弱运行。 

周内现货升贴水坚挺，截至 4 月 8 日，上海地区 1#电解铜升

贴水报 165 元/吨。上海地区目前仅有少数贸易商交易，预计下周

现货报价升水仍将维持在 100-200 元/吨区间。期权方面，铜期权

隐含波动率均延续回落态势，60 日历史波动率也有所减小。 

综合来看，当前铜基本面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疫情发展，在疫情

尚未取得成效前预计供需将维持清淡，铜价也或将维持高位震荡。

操作上建议采用卖出看跌期权或双卖组合。 

 

 

近期关注: 

疫情恢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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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李克强

说，当前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困难加大，要着力帮扶他们渡过难关。落实

落细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保障能源稳定供应。保障交通主干线、港口等

有序运行，促进国际国内物流畅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制定实施政策要听取市场主体意见，稳定市场预期。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持续

发展。用改革的举措、创新的办法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扩大高水平开放，做好稳外贸稳外资

工作，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2. 4 月 7 日凌晨，美联储最新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未来通

胀压力未能缓和，可能需要 1 次或者多次加息 50 个基点（BP）。 

3.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3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为 49.5%，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非制

造业 PMI 为 48.4%，比上月下降 3.2个百分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4 日至 5 日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前往市

疾控中心、在建集中隔离点、在建方舱医院，实地了解防控调度、全员核酸检测、方舱医院建

设使用情况。孙春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彻底的措施、更迅速的行动，加快建设方舱医院，加快拓展集中隔

离用房，有力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华安点评】 

本周宏观方面暂无重要新闻公布。近期美联储官员发言偏鹰，海外通胀走势将成为美联储 5 月

是否加息 50BP 的重要依据，美国就业、住房服务将有可能带动 PCE 指数进一步走高，这或将迫使美

联储更加激进。国内稳增长预期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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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受抑制的产需将会逐步恢复，财政政策前置也将有利于扩大内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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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本月进行产能修正，合计调研 56 家样本企业，总计产能 1352.5 万吨，2022 年 3 月全国精铜制

杆产量为 71.83 万吨，环比增加 39.67%，同比下滑 3.81%；2022 年 3 月精铜制杆产能利用率为

62.53%，环比上升 12.22%，同比下滑 7.79%；3 月精铜杆产能利用率环比有所上升，厂家生产迅

速恢复；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物流不畅通，致使消费端受阻，而下旬受上海地区疫情影响

较大，电解铜原料采买受限，部分企业进入停产检修状态，铜杆厂家开工有所下滑，下游部分

线缆企业寻求省外货源，跨区域采买频繁。（Mysteel） 

2. 2022 年 4 月 7 日，调研中国 40 家铜管样本企业，2022 年 3 月份国内铜管产量 13.14 万吨，环

比增加 15.98%，同比减少 4.64%；产能利用率为 68.01%。（Mysteel） 

3. 据外电 4 月 7 日消息，智利央行周四公布，智利 3 月铜出口额达到 49.5 亿美元。智利为全球头

号产铜国。央行数据显示，智利 3月贸易顺差 12.6 亿美元，出口同比增长 22%至 94.8 亿美元。 

4. 目前浦西进入封锁倒计时，上海大部分仓库都位于浦西，届时铜现货市场将一片冰冷，下游企

业提货将会更加艰难，不少精铜制杆企业清明节被迫选择停产放假，江浙地区仍维持正常生产

的企业也难排除停产风险，由于物流发运问题，江浙大部分精铜制杆企业面临成品库存高企的

压力。（SMM） 

5. CSPT 敲定 2022 年二季度铜精矿现货 TC/RC 指导价为 80 美元/吨及 8.0 美分/磅，此前 CSPT 敲定

的今年一季度的现货铜精矿采购 TC/RC 指导价为 70 美元/吨及 7.0 美分/磅。 

【华安点评】 

现货 TC/RC 指导价环比提高意味着未来原料供应将偏宽松，不过短期铜市成品运输仍受疫

情管控的影响，后市重点关注上海地区疫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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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分析 

库存 

本周国内电解铜库存 13.15 万吨，较上周增加 0.71 万吨，其中上海库存增加 0.73 万吨，广东

库存略有下降，江苏库存持平。近期上海地区疫情交通管控，江浙部分需求已转向广东，预计下周

广东地区库存将继续下降。本周上海、广东两地保税区库存累计 26.1万吨，较上周增加 0.9万吨，

疫情导致货物流通困难，保税区库存整体变化不大。 

图 1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万吨） 图 2 上海保税区铜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需求 

3 月国内铜杆产量为 88.573 万吨，同比下滑 8.32%。疫情对铜杆市场影响依然在持续，根据

Mysteel 调研，江浙皖一带的部分铜杆企业已进入停产，停产企业日均铜消耗量接近 3000 吨，疫情

对华东一带铜消费影响明显。再生铜杆市场主要制约因素来源于新税改以及再生铜原料供应，进入

4 月，市场或对新税改有进一步的理解与执行，企业开工率或将有明显提升。 

疫情持续影响铜板带供应和采购，不过目前市场对于后期需求恢复持乐观态度。国内需求强劲，

加上供应持续中断，待疫情缓解后，铜板带消费或将迎来小幅增长，但短期消费仍然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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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铜精废价差（元/吨） 图 4 上海市场进口铜盈亏情况（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Mysteel，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供给 

3 月 30 日，CSPT 敲定 2022 年二季度现货 TC 指导价为 80 美元/干吨，环比增加 10 美元/干吨。

秘鲁政府将对矿业公司的超额利润进行税收调整，以平息针对矿业的抗议活动。中长期来看，预计

市场货源仍然较为充裕，现货 TC/RC 仍存上行空间。国内铜冶炼企业生产并未受到疫情影响，不过

电解铜输出受交通管制较为严重。 

图 5 铜现货加工费（美元/吨、美分/磅） 图 6 全国主要精炼铜企业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华安点评】 

当前铜基本面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疫情形势发展，在国内疫情尚未取得成效前预计供需将继续延

续双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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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分析 

基差 

上海地区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仍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目前仅有少数贸易商之间仍在交易，

因此短期市场升水将会表现坚挺局势，预计下周一上海市场电解铜报价升水在 100-200 元/吨区间。 

图 7 SMM 现货升贴水（元/吨） 图 8 沪铜合约价差结构（元/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月差 

本周沪铜合约价差结构走势较上周有所收敛，近月合约依然偏强势，这与近期上海地区封控导

致的供求关系偏紧有关。 

【华安点评】 

预计现货短期内升贴水将坚挺，后续持续关注上海地区疫情形势发展。 

∟.期权分析 

目前铜期权所对应的主力期货合约为 CU2205，成交的行权价主要集中于 70000、76000 及 82000。

本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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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点评】 

预计短期内铜价维持高位震荡，操作上可考虑采用期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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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期权交易量（认购+认沽） 图 10 波动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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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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