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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宏观与现货矛盾加剧，铜价或偏强震荡 

——2022年 09月铜市场展望 

2022年 08月 31日 

要点提示： 

1. 联储重申通胀目标，全球央行鹰声云集； 

2. 央行降息超预期，基建加速形成实物量； 

3. 限电影响逐步降温，库存维持强势支撑； 

4. 精铜制杆排产正常，废铜开工继续改善； 

5. 铜管订单难见起色，铜棒暂无利好支撑。 

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国内外宏观面出现差异，海外重回空头而国内保持良好。考虑

到通胀的高位和持续性，9月美联储加息节奏和幅度可能再超预期，

欧盟、韩国等央行均奋力抗击通胀，此举或将使经济陷入衰退。中

国央行开展MLF和逆回购操作，并下调中标利率10个基点，官方多次

提出要用足用好专项债限额，基建投资成为稳需求的重要抓手，下

半年基建实物工作量有望加速形成。 

随着高温天气降级，华东与华中地区的企业后期将恢复正常开

工。从加工费及港口库存看，国内铜精矿供应仍比较充足，小部分

炼厂仍有疫情和检修影响。此前多数线缆企业在手的基建、光伏、

风电等端口订单仍在排产计划期内，预计开工率表现稳定。各市场

电铜库存接近近年最低点，供应紧张状态尚未发生实质性扭转。 

整体来看，海外宏观利空逐渐增强，国内刺激政策带来需求兑

现预期，现货极低库存对价格有较强支撑。宏观与现货矛盾加剧，

预计铜价涨跌两难，维持偏强震荡。策略上可尝试做多波动率。 

2022/09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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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8 月铜价总体呈单边上涨趋势。利多一方面来自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落地，

另一方面来自华东地区持续高温引起的限电限产。下游成交主要以贸易商走量为

主，整体偏弱。社会库存大幅走低叠加贸易商挺价情绪较强，现货升水维持高位，

期权波动率逐步走弱。 

图表 1: 上海地区现货升贴水（元/吨） 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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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钢联 

二、宏观分析 

2.1 联储重申通胀目标，全球央行鹰声云集 

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强调联储当前首要的目标就是把通胀拉回到 2%的

目标，还指出控制通胀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走弱，给居民和企业

带来一定痛苦。考虑到目前通胀的高位置和持续性，9月美联储加息节奏和幅度可

能再超预期，目前市场对 9月加息 75基点的预期已经达到 60%以上。 

图表 3: 美国 CPI 和 PCE（%） 图表 4: 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千人、%）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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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央行执行委员施纳贝尔指出，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接近两

位数，而且任何下降都可能缓慢，使物价在未来几年保持在央行目标之上，还表

示如果通胀预期脱离锚定，对经济的影响将更加严重。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表示，

韩国央行也在抗击通胀，并在上周加息 25个基点。 

2.2 央行降息超预期，基建加速形成实物量 

8 月 15 日，央行开展 4000 亿元 MLF 操作和 2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均

下降 10个基点。8月 22日，1年期 LPR 报价 3.65%，5 年期以上 LPR报价 4.3%，

分别下调了 5个基点和 15个基点。此前市场普遍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是央

行的首选，此次直接降低利率超出市场预期。 

在“需求收缩”的大背景下，基建投资是政府稳定需求的重要工具，7月底召

开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用好政策性银

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展望未来，下半年投向基建的中长期贷款

增量有望同比增多，基建实物工作量或将加速形成。 

三、基本面分析 

3.1 限电影响逐步降温，库存维持强势支撑 

智利 Alcaparrosa铜矿的天坑原因仍在调查中，海外原料供应持续受到干扰。

从现货加工费 TC/RC 及主流港口的库存来看，国内原料供应短期仍比较充足。随

着高温天气降级，此前华东与华中地区受限电影响的炼厂的生产情况均有不同程

度改善，预计后期将恢复至正常开工水平，部分炼厂仍有疫情和检修影响。 

图表 5: 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万吨） 图表 6: 铜精矿港口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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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铜精矿粗炼费（美元/吨） 图表 8: 国内电解铜产能及利用率（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图表 9: 国内铜冶炼装置动态 

企业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影响环节 预估影响精铜产量（万吨）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9 月 9 月 粗炼 1 

金隆铜业有限公司 9 月 9 月 粗炼 0 

江铜富冶和鼎铜业 9 月 9 月 粗炼 0.3 

中铜东南铜业有限公司 9 月 10 月 粗炼 2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SMM 

各市场电解铜库存接近近年最低点，供应紧张状态尚未发生实质性扭转。一

方面铜价反弹带动下游长单交付积极性，冶炼企业散货发运量偏少，另一方面近

期沪伦比值表现平淡，不利于海外铜进口。 

图表 10: 国内电解铜产量（万吨） 图表 11: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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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电解铜交易所库存（吨、短吨） 图表 13: 电解铜保税区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3.2 精铜制杆排产正常，废铜开工继续改善 

本周（8 月 20日-26日）国内主要精铜制杆企业开工率为 66.65%，较上周（8

月 13日-19日）回落 11.45%。随着天气逐渐降温，安徽、江浙等区域的铜杆企业

基本恢复正常生产，仅大拉机需要错峰生产，对铜杆的排产并未造成影响。 

本周废铜制杆企业开工率为 43.51%，较上周上升 2.03%。精废价差扩大，废

铜杆价格优势恢复，多数废铜制杆企业原料补充尚可，但江西贵溪等地区疫情防

控，部分厂家停产制约整体开工水平提升。目前来看，废铜行业长期面临着原料

紧缺的问题，预期废铜制杆开工率仍将提升，不过幅度可能不高。 

图表 14: 铜杆企业产能利用率（%） 图表 15: 广东地区铜精废差（元/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铜价上涨至63000元/吨上方，终端观望情绪浓厚，多数线缆企业新增订单出

现下滑迹象。不过此前多数线缆企业在手的基建、光伏、风电等端口订单仍在排

产计划期内，因此开工率仍表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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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电解铜制铜杆产量（万吨） 图表 17: 废铜制铜杆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3.3 铜管订单难见起色，铜棒暂无利好支撑 

受能源紧缺影响，铜管产量恢复有限，市场现货及长单发货量均减少，下游

基本维持刚需小单采买，叠加铜管市场本身仍处于消费疲软期，开工率整体偏低。

受南方地区高温天气影响，铜棒行业整体开工率不足，据Mysteel调研，卫浴行业

多家企业反馈目前无利好政策支撑，悲观情绪比较浓厚。 

图表 18: 铜管企业产能利用率（%） 图表 19: 铜管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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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铜棒企业产能利用率（%） 图表 21: 铜棒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钢联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国内外宏观面出现差异，海外重回空头而国内保持良好。考虑到通胀的高位

和持续性，9月美联储加息节奏和幅度可能再超预期，欧盟、韩国等央行均奋力抗

击通胀，此举或将使经济陷入衰退。中国央行开展MLF和逆回购操作，并下调中标

利率10个基点，官方多次提出要用足用好专项债限额，基建投资成为稳需求的重

要抓手，下半年基建实物工作量有望加速形成。 

随着高温天气降级，华东与华中地区的企业后期将恢复正常开工。从加工费

及港口库存看，国内铜精矿供应仍比较充足，小部分炼厂仍有疫情和检修影响。

此前多数线缆企业在手的基建、光伏、风电等端口订单仍在排产计划期内，预计

开工率表现稳定。各市场电铜库存接近近年最低点，供应紧张状态尚未发生实质

性扭转。 

整体来看，海外宏观利空逐渐增强，国内刺激政策带来需求兑现预期，现货

极低库存对价格有较强支撑。宏观与现货矛盾加剧，预计铜价涨跌两难，维持偏

强震荡。策略上可尝试做多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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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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