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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基本面忧虑偏多，铜价或下行 

——2022 年 07 月铜市场展望 

2022年 06月 30日 

要点提示： 

1. 美国紧缩周期确定，下游需求终将走弱； 

2. 国内货币政策稳健，宏观氛围偏暖支撑； 

3. 炼厂集中检修结束，电铜供应增加明显； 

4. 电网投资季节性走弱，空调需求维持下滑； 

5. 地产有望持续修复，汽车行业复苏明确。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宏观面：市场聚焦于加息后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但

可以确定的是，在目前货币政策紧缩的环境下，海外需求终将走弱。

央行召开二季度例会，提出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国内仍处于宽信用与稳经济兑现期，宏观氛围变化不大。 

供需端：伴随着铜精矿供应充足且国内冶炼厂检修期结束，电

解铜产量短期之内或有较明显增加，另外，社会库存偏低也将刺激

保税区铜流入市场。7月，电力及家用空调板块将进入季节性疲弱期，

这意味着上游铜杆与铜管材的产量或将下降。房地产市场有所修复，

汽车行业也逐渐摆脱疫情的影响，预计随着需求逐步兑现，铜棒及

铜板带的订单量将继续恢复。 

整体来看，宏观面及供需面均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预计铜价

重心将进一步下移。策略上建议空头思路，也可尝试做空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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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6 月铜价单边下行，利空一方面来自美联储加息后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另

一方面来自现货市场交投冷清的悲观，库存较月初有所增加。年中将至，贸易商

为回笼资金下调升水抛货换现，截至 29 日上海市场报升水 5 元/吨，较月初走弱

280 元/吨。铜价大幅下挫带动波动率走强，截至 29 日标的合约为 CU2208 的期权

隐含波动率为 24.51%，60 日历史波动率为 15.83%。 

图表 1: 铜精矿加工费（美元/吨、美元/磅） 图表 2: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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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宏观分析 

2.1 美国紧缩周期确定，下游需求终将走弱 

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 7 月 FOMC 会议上加息 75 个基点，并预计

明年利率将达到 3.6％左右。多位联储官员也公开表示支持快速加息，在高通胀的

认知方面与市场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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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50.0，触及历史最低点，Markit 制造

业 PMI初值录得 52.4，刷新 23个月以来的低位，市场加剧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而美联储则多次反驳经济衰退论。从结果来看，不论加息后美国经济是否能实现

“软着陆”，需求终将走弱。在目前紧缩周期环境下，海外宏观将给铜价带来压力。 

图表 5: 美国 PCE 指数及核心 PCE 指数（%） 图表 6: 美国非农就业与失业率（千人，%）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2.2 国内货币政策稳健，宏观氛围偏暖支撑 

6 月 29 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提出，按照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统筹抓好稳就业和稳物

价，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

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目前国内仍处于宽信用与稳经济措施兑现期，宏观环境总体变化不大。 

三、基本面分析 

3.1 炼厂集中检修结束，电铜供应增加明显 

5 月国内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219 万吨，环比增加 16.19%，同比增加

12.69%。其中，智利仍是最大供应国，5 月从智利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 64 万吨，

环比增加 15.81%。目前，秘鲁政府把采矿勘探的退税优惠延长至 2025 年，该政策

将有助于保证铜精矿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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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万吨） 图表 8: 精炼铜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5 月国内电解铜产量为 91.2 万吨，同比增长 4.7%，1-5 月电解铜累计产量为

440 万吨，同比增长 3.2%。据百川盈孚调研，国内铜冶炼厂集中检修期基本结束，

伴随着铜精矿供应充足及冶炼厂复产，电解铜产量短期之内或有较明显增加。 

图表 9: 国内铜冶炼装置动态 

企业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影响产能（万吨） 备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月中旬 7月中旬 45 / 

广西南国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8月 / 30 /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百川盈孚 

5 月国内铜进口量为 31 万吨，环比增长 6.12%，同比增长 5.54%。现阶段沪伦

比处于盈亏平衡区间，境外铜进口量偏少。据 Mysteel 调研，近期有现货近 2 万

吨抵港，社会库存偏低将刺激保税区铜现货流入国内市场。 

图表 10: 精炼铜产能利用率（%） 图表 11: 进口铜平均盈亏（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Mysteel 

3.2 电网投资季节性走弱，空调需求维持下滑 

国家能源局发布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5 月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370 亿元，电

源工程完成投资 297 亿元。从季节性来看，电网工程投资一般在 6 月达到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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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后将转弱，在年末继续走强，电源工程则主要集中于四季度放量，电力板块

进入季节性疲弱期将意味着上游铜杆材产量下降。但需要关注的是，自去年国庆

后，主流地区铜精废价差便处于缩窄趋势，精铜制杆消费不宜过度悲观。 

图表 12: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额（亿元） 图表 13: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额（亿元）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图表 14: 国内主流地区精废价差（元/吨） 图表 15: 铜杆企业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据 Mysteel 调研，5 月再生铜杆产量为 17.694 万吨,环比下滑 2.47%,同比下

滑 17.97%，产能利用率为 48.79%，环比下滑 2.91%，同比下滑 20.28%。再生铜杆

长期面临着原料紧缺的问题，短期内产量出现较大回升的可能性小。 

二季度是传统的空调销售旺季，但据产业在线了解，6 月家用空调内销实际生

产量将比月初计划减少 150 万台以上，出口实际生产量将减少 30 万台以上，内销

和出口同比将分别下滑 20%和 30%，这也意味着前期国内各种消费刺激政策无法立

即兑现，空调等家电的需求恢复仍需要时间，海外由于经济衰退预期等影响，出

口存在较大不确定。空调企业减产导致铜管出货量下降明显，部分企业开工率大

幅下滑，预计短期内铜管需求将维持下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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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家用空调销售（万台） 图表 17: 铜管月产能及利用率（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3.3 地产有望持续修复，汽车行业复苏明确 

5 月房地产市场表现有所修复，开发投资及销售数据出现较大涨幅，地产开发

投资环比增加 14%，商品房销售面积环比增长 25.8%。但从趋势性数据来看，房地

产市场仍然偏冷，1-5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4.0%;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30.6%，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31.9%;房屋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15.3%,其中

住宅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14.2%。 

房地产企业目前资金压力依然较大，1-5 月地产企业到位资金为 60404 亿元，

同比下降 25.8%，其中，定金及预售款为 19141亿元，同比下降 39.7%，个人按揭

贷款为 9785 亿元，同比下降 27.0%。另外，土地购置面积与土地成交价也处于较

低水平，1-5 月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为 2389 万平米，同比下降 45.7%，土地

成交价款为 1389 亿元，同比下降 28.1%。 

图表 18: 地产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同比（%） 图表 19: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提出持续完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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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各省市持续推进“因城施策”,多地购房政策已有松动迹象，政策基调

宽松的预期下，房地产市场有望持续修复。 

图表 20: 百城土地成交数量及溢价率（宗，%） 图表 21: 汽车产销（万辆）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5 月乘用车零售销量为 135.4 万辆，同比下降 16.9%，环比增加 29.7%；批发

销量为 159.1 万辆，同比下降 1.3%，环比增加 67.8%；产量为 167.1 万辆，同比

增加 6.5%，环比增加 69.5%。新能源汽车表现继续优于行业，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达到 50万辆和 51.8万辆，环比增长均为 45%。 

汽车行业正逐渐走出疫情停产的影响，目前持续复苏较明确。特别是新能源

汽车已进入爆发期，在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指导下，新能源车仍将高速发展。

能源汽车的耗铜量比传统汽车高 3至 5倍，其市场占比提升对铜消费有积极作用。 

图表 22: 新能源汽车产销（万辆） 图表 23: 铜棒产能及利用率（万吨/月，%）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5 月铜棒产能利用率为 71%，铜板带产能利用率为 74.62%，环比分别回升 5%

和 1.62%。从数据走势可以看出，铜棒及铜板带的需求随着疫情缓解有所兑现，预

计后续在地产、汽车等行业的拉动下，铜棒及铜板带的订单量将继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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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铜板带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图表 25: 铜材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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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面：市场聚焦于加息后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目前货币政策紧缩的环境下，海外需求终将走弱。央行召开二季度例会，提出

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国内仍处于宽信用与稳经济兑

现期，宏观氛围变化不大。 

供需端：伴随着铜精矿供应充足且国内冶炼厂检修期结束，电解铜产量短期

之内或有较明显增加，另外，社会库存偏低也将刺激保税区铜流入市场。7月，电

力及家用空调板块将进入季节性疲弱期，这意味着上游铜杆与铜管材的产量或将

下降。房地产市场有所修复，汽车行业也逐渐摆脱疫情的影响，预计随着需求逐

步兑现，铜棒及铜板带的订单量将继续恢复。 

整体来看，宏观面及供需面均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预计铜价重心将进一步

下移。策略上建议空头思路，也可尝试做空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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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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