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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镍安全边界较大

投资策略建议：

贸易方面，中美代表再度通话，美方也免除少量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但从美方表态

来看短期内双方全面和解的概率较低，同时需要警惕特朗普言论的反转，短期不建议

据此做多有色；同时美欧、日韩间又发生新的贸易争端，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经济方面，国内 6 月信贷及社融数据好于预期，政策发力有一定体现，利好有色。美

国非农就业数据好转给联储降息带来不确定性，目前看降息 25 基点板上钉钉，对美

经济或有刺激。

国内环保督查再进行，经过多伦检查后，目前环保概念难以对有色形成全面持续的价

格支撑。

铜：从 TC/RC 看铜精矿供给仍然受制约，不过精矿供应偏紧中短期是受冶炼厂能增加

的影响，反映在精铜需求上供应并不如精矿一样短缺，因而铜价在目前位置上主要受

需求影响，交易所库存累积不利铜价，短期内铜价大幅上涨预期不大，同时底部几无

空间，观望或长期持多。

铝：铝社会库存在下降至 100 万吨后受阻，且有反弹迹象，拖累铝价。原料端价格下

跌也给铝价一定拖累，目前铝价在成本线附近运行，上下动能较小，投机参与机会不

大，激进者可做多。

锌：国内锌锭供应仍然偏紧，临近交割时点特别是锌价在 2 万以下时会给锌价一定支

撑。不过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高位，精炼锌供应随着国内冶炼厂能的

投入会有宽松表现，逢高空锌更为安全。

镍：国内港口镍矿库存仍处高位，不锈钢库存也处在较高位置，显示消费乏力，同时

WBMS 数据显示镍供应短缺收窄，镍价有下跌空间，镍价反弹后适合空单介入。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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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国 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 1.66 万亿元，预期 1.675 万亿元，

前值 1.18 万亿元。6 月 M2 同比增长 8.5%，预期 8.6%，前值

8.5%。6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2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7705 亿元，前值为 1.4 万亿元。

2. 以美元计，中国 6月出口同比降 1.3%，预期降 2.3%，前值增

1.1%；进口降 7.3%，预期降 2.5%，前值降 8.5%。

3. 中国 6 月 CPI 同比上涨 2.7%，预期 2.7%，前值 2.7%。6 月份

PPI 同比持平，环比下降 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

降 0.3%，环比下降 0.1%。

4. 发改委：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对轻工不同行业均造成不同程度

影响，特别是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产品可替代性强、两头

在外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5.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钟山参加通话。商务部网站信息显示，

美国政府表示，将免除从医疗设备到关键电容器等 110 种中

国产品的高额关税。

6.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全面启动。

→.华安点评：

贸易方面，中美代表再度通话，美方也免除少量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但从美方表态来看短期内双方全面和解的

概率较低，同时需要警惕特朗普言论的反转，短期不建议据此做多有色；同时美欧、日韩间又发生新的贸易争端，不

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经济方面，国内 6 月信贷及社融数据好于预期，政策发力有一定体现，利好有色。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好转给联储

降息带来不确定性，目前看降息 25 基点板上钉钉，对美经济或有刺激。

国内环保督查再进行，经过多伦检查后，目前环保概念难以对有色形成全面持续的价格支撑。

图：美元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人民币汇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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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行业资讯

1. 知情人士透露，6 月底智利铜矿商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

已同意，在 2020 年上半年向中国两家最大的冶炼企业铜陵有

色和江西铜业供应铜精矿，价格为每吨加工精炼费(TC/RCs)

60 美元。早前，安托法加斯塔和江铜达成的 2019 年年度合约

中，铜精矿价格为每吨 TC/RC 80.80 美元，并成为该行业的

基准价。

2. 海关总署：中国 6 月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 32.6 万吨，5 月为

36.1 万吨。中国 6 月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 146.7 万吨，5 月

为 184.3 万吨。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6590-46700 元/吨，涨 105 元/吨，

对 1907 合约，升水 50 元/吨-升 120 元/吨。今日市场价格表

现平淡，临近换月市场交投兴趣不高。好铜早盘报在+120 左

右，随后调至+100，平水铜价格坚挺，一直维持在+50~+70

区间，湿法货源不多，价格比较稳定 0-10 左右。

→.期权波动率

→.华安点评：

从 TC/RC 看铜精矿供给仍然受制约，不过精矿供应偏紧中短

期是受冶炼厂能增加的影响，反映在精铜需求上供应并不如精矿

一样短缺，因而铜价在目前位置上主要受需求影响，交易所库存

累积不利铜价，短期内铜价大幅上涨预期不大，同时底部几无空

间，观望或长期持多。

图：铜;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铜：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铜期权 30 天波动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精废铜差价（单位：元/吨） 图：铜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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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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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行业资讯

1. 2019 年 6 月底中国进口铝土矿库存量约为 3,320 万吨，环比

增加约 1.1%，同比减少约 1.2%。

2. 【贵州：禁止电解铝等行业违规新增产能项目】日前贵州省

发改委发布了《贵州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细则指出：禁止钢铁、电

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行业违规新增产能项目。

3. 【波斯尼亚 Aluminij 铝厂关停】因负债过重，波斯尼亚唯一

铝炼厂，同时也是该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之一，Aluminij 于当

地时间周三断电关停。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3700-13740 元/吨，均价 1372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80 元，对 1907 合约贴水 20 元/吨

-升水 20 元/吨。沪铝今日弱势震荡，贸易商盘初对网价报-10

元/吨较多，对 7 月合约报平水，铝锭现货均价随盘下跌，华

东市场大户平水左右收货，带动市场交投，下游需求明显偏

弱，少数周末备货需求，整体成交平平。

→.华安点评：

铝社会库存在下降至 100 万吨后受阻，且有反弹迹象，拖累

铝价。原料端价格下跌也给铝价一定拖累，目前铝价在成本线附

近运行，上下动能较小，投机参与机会不大，激进者可做多。

图：铝：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铝：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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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市场价(含税):预焙阳极 图：氧化铝平均价（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好废铝比值 图：综合平均价格指数:环渤海动力煤(Q5500K)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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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行业资讯

1. 【安徽铜冠锌锭生产线检修完成】安徽铜冠有色金属(池州)

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周初完成锌锭生产线检修工作。目前日产

量仅 100 吨左右，预计下周一将恢复满产状态。该公司锌锭

年产能 12 万吨，5 月份产量约 1 万吨，6 月份产量约 7,000

吨，目前无库存。

2. 【江西省最大地下铅锌矿山项目进入建设施工阶段】6 月 28

日，江西省银珠山矿区铅锌银矿项目开工，项目的设计采选

生产能力为 100 万吨/年，建成后将成为江西省第一大铅锌矿

山生产企业。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19070-19170 元/吨，均价 191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50 元/吨，较沪锌 1908 合约升水 10

元/吨-升水 110 元/吨，1#锌 18970-19070 元/吨，均价 190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50 元/吨，较沪锌 1908 合约贴水 90

元/吨-升水 10 元/吨。

→.华安点评：

国内锌锭供应仍然偏紧，临近交割时点特别是锌价在 2 万以

下时会给锌价一定支撑。不过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

于高位，精炼锌供应随着国内冶炼厂能的投入会有宽松表现，逢

高空锌更为安全。

图：锌：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锌：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锌精矿加工费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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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锌精矿到厂价（单位：元/吨） 图：价格:镀锌板卷（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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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行业资讯

1. 【嘉能可控股的新喀里多尼亚镍厂复产】位于新喀里多尼亚

的 Koniambo 镍厂于 7 月 10 日重新开工，公司表示正努力恢

复到正常生产水平。该冶炼厂生产品位 50%的水萃镍（FeNi），

2018 年产量为 28300 金属吨，开工两条产线，与其年产 60000

金属吨的产能相比本身开工率不足一半。

2. 【印尼 2022 年停止出口原矿石 将有 41 座冶炼厂运作】印尼

能源矿务部矿物与煤矿总署长庞邦卡铎（Bambang Gatot）确

定，随着41家冶炼厂的建设即将完成并在短期内能投入运作，

他预计印尼能在 2022 年不再出口原矿石。卡铎 7 月 8日在雅

加达国会大厦出席国会第七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后表示，自从

政府发布 2009 年第 4 号法令以来，我国理应已开始禁止原矿

石及煤矿的出口活动。但由于当时的冶炼厂条件未理想，矿

产加工业未能良好运转，因此不得不延迟落实该禁令。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镍：上海现货镍报价：102760-104660 元/吨，涨 280 元/吨，

金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8 合约升水 196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8 合约升水 130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8 合约升水

21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8 合约贴水 450 元/吨。经过昨日

大涨盘面调整需求较强。

→.华安点评：

国内港口镍矿库存仍处高位，不锈钢库存也处在较高位置，

显示消费乏力，同时 WBMS 数据显示镍供应短缺收窄，镍价有下跌

空间，镍价反弹后适合空单介入。

图：镍：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镍：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印尼镍矿价格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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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镍矿港口库存（单位：万吨） 图：300 系不锈钢两地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无锡废不锈钢价格（单位：元/吨） 图：硫酸镍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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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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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