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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形势好转，铜价随之起舞 

-----2021 年沪铜走势展望 

2020年 12月 28日 

要点提示： 

1、海外库存水平低，需求潜力强劲； 

2、美国通胀预期上行，警惕政策收紧预期升温； 

3、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出口增速有望延续，下半年或有回落； 

4、铜精矿供给总体趋于宽松，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仍有偏紧预期； 

5、需求较为强劲，受政策影响新能源汽车或是亮点。 

 
 
 
 
 
 
 
 
 

市场展望 

目前全球铜库存处于近 5 年的低位，为铜价奠定了良好的上行基础。明年上半年

预计发达地区疫情会逐步得到控制，宽松政策效果延续，生产活动逐步恢复，消费潜

力充足，需求预期较为旺盛。尤其是汽车和房地产库存较低，美国重返国际合作也将

放大汽车和房地产行业补库时对铜的需求；国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终端需求有望增

长。铜矿主产区由于疫情原因可能仍存一定的偏紧预期，预计上半年铜价仍有上涨潜

力。 

下半年由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潜力可能已经逐步释放，库存开始累积。经济可能

存在过热显现。海外政策收紧预期升温，货币及财政政策或将陆续退潮。欠发达地区

得到疫苗接种，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应端担忧减少，逐渐偏向宽松，铜价可能面临

回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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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回顾 

2020年铜价走势可谓是波澜壮阔，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原油价格、美元指数、

宏观政策、中美关系及铜矿供给稳定性和精炼铜库存等因素影响。铜价的走势大致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图 1 沪铜期货（活跃合约）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第一阶段，1月-3月铜价下行。1月下旬，随着疫情的爆发，投资者避险情绪上

升，引发铜价下行。但国内冶炼厂出现因硫酸胀库的情况，市场产生减产预期，同

时市场对复工的预期抬升，铜价大跌后回升。但进入2月中下旬，韩国、日本、意

大利相继爆出新型肺炎确诊人数激增的消息，且国内实际复产情况较差，加上油价

爆跌，铜价大幅下行。 

第二阶段，4月-7月中旬铜价随着宏观刺激以及中国全面复工开始从低位震荡

上行。4月份开始，全球各国纷纷提出降息等释放流动性的政策，全球进入宽松局

面；原油价格也从低位回升，宏观情绪有所改善。铜价一路上行至7月中旬，并伴

随着智利矿山的罢工而被推向高潮。 

第三阶段，7月中旬-11月上旬铜价进入震荡区间。这段时间，宏观与基本面消

息多空交织，导致铜价维持着震荡的格局。 

第四阶段，11月中旬后，市场利好消息不断，铜库存持续走低，南美疫情严重，

罢工冲击铜矿石的稳定性，需求偏紧的预期不减。美国大选落幕，疫苗研制不断取

得利好，全球经济数据良好，铜价迅速拉涨至八年高位。近期随着矿山劳资谈判达

成、英国疫情显著恶化，铜价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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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库存低，消费潜力足，总需求有望扩张 

（一）疫苗应用得到推广，海外消费情况良好 

新冠疫情一直挑动着市场的神经，目前海外疫情形势再度恶化，英国采取了开

启4级疫情防控措施，伦敦封城等措施，航班暂停，短期对市场的冲击较大。但目

前疫苗研究已经取得进展，美国、英国、瑞士、中国都已经开始接种，在对疫苗有

效性乐观的情况下预计疫情能够得到逐步控制。即使疫苗有效性暂时不能得到有效

保障，彼时政策刺激将进一步加码，参考美国现阶段的状况，需求整体可能也并不

太悲观。 

图 2 全球每日新增病例 图 3 英国每万人确诊人数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虽然欧美疫情持续升级，但美国经济形势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峻。美国消

费复苏趋势延续，但动能略有放缓。考虑到美国疫情的严峻形势，单日新增突破20

万，以及前期财政救助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持续放缓，能够取得这样的

成绩已经不俗了。特别是美国线上消费异常强劲，充分反映了美国居民依然具备消

费能力，尤其是目前新一轮刺激政策已经落地，消费有望进一步好转。 

图 4 美国居民消费支出 图 5 美国成屋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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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美国的成屋销售，美国的成屋销售数据已经创下近十年

的新高了，这些都反映了美国需求状况较为良好，尤其是海外房地产市场是铜需求

非常重要的领域。 

（二）库存水平较低，补库存行情可期  

从PMI数据也能很好的看出需求的旺盛，订单相对较多，库存水平持续下降，

已经跌至历史低，尤其是零售商库存，更是处于自1992年1月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

低点。 

图 6 美国 PMI 数据 图 7 美国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结合以上的这些情况，我们大致就能得出美国目前处在被动去库存的阶段，这

也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财政刺激落点在居民，而不是企业，目前美国企业复产程度还

不到70%。一般而言，根据库存周期，被动去库后面接着是主动加库存，这将会带

来需求的持续增长，经济扩张。 

图 8 美国汽车库存 图 9 美国房屋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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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汽车和房地产库存，因为这两个领域对铜的需求比较大，可

以看出不管是汽车还是房屋的库存水平都处于很低的位置，美国BEA估算的汽车库

存已经降至45万辆。拜登胜选后，美国重启国际合作，碳中和目标使得新能源汽车

占比必然扩大，会放大对铜的需求。房屋空置率基本上是近70年来的最低水平，

0.9%，房地产是欧美铜消费最大的领域，海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利于助推房地

产市场持续繁荣。 

（三）居民收入结构改善，未来消费潜力强劲 

此外，美国消费潜力较为充足。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接近14%，比正常水平6%-

8%高很多，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美国疫情期间给居民大量补贴，收入得到额

外提高；二是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疫情期间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大大增加，

而随着疫苗的使用，疫情得到控制，预防性动机减弱，居民的货币需求会下降，储

蓄率要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消费的增长。 

图 10 美国居民储蓄率 图 11 美国居民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活动进一步恢复，失业率必然下降，居民的收入结构

将会得到改善，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占比提高，目前已经有了这个苗头，根据弗里

德曼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工资和经营收入类似于恒久性收入，恒久性收入占比提高

有助于推动消费的增长。 

（四）政策刺激延续，需求得到提振 

美国目前疫情还比较严重，这意味着新一轮财政刺激依然是有必要的。此前共

和民主两党在刺激规模上的分歧较大（民主党2.2万亿美元，共和党5000亿美元），

但近期参议员两党公布了一个规模为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该方案有望较快落

地，刺激方案的出台对需求必然有所提振。 

此外，为了应对疫情，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刺激政策。其资产负债表的规

模从2020年3月份的4.3万亿美元增加到8月份的7万亿美元，M2增速也达到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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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最高水平。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大概为3-4个季度左右，因此明年上半年

美国宽松政策的货币刺激作用开始进一步显现，能够有利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特别

是对房地产行业的刺激作用或许更为显著。 

图 12 美国刺激计划细则 图 13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欧洲于12月10日周四晚公布12月议息会议决议，加码宽松。欧洲加码宽松必

然刺激银行信贷扩张，实体需求增长。 

（五）国际宏观小结 

全球经济最大的利好在于疫苗研发的进展，虽然英国疫情恶化，但全球疫苗大

规模接种序幕已经正式拉开。在个背景下，海外的复工率将迎来进一步上升，目前

的复工率大约不到70%。生产恢复且推动就业市场改善，也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长。随着社交隔离的取消，居民出行有望改善，推动“体验性消费”需求复苏，消

费倾向提升，总需求增长，补库存延续，经济增长或加速。 

三、国内经济景气度或持续回升 

（一）国内经济率先恢复，生产消费持续向好 

2020年我国率先遏制疫情、并实现强劲复苏，经济表现在全球可以说是一枝

独秀。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达4.9%，四季度我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多项宏

观指标持续回升。国家统计局指出，四季度经济运行增长有望比三季度继续加快，

全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  

图 14 国内 GDP 增速 图 15 国内生产和消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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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疫情发生后，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生产得以快速恢复，至11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7%，达到年内新高，显示生产恢复平稳。但由于我国经济

刺激思路在于补企业，需求复苏略落后于生产，消费数据自疫情发生后的低谷目前

已经恢复至同比增长5%，但增速明显差于往年同期。 

11月份官方制造业PMI52.1，财新PMI54.9，双双走高，指向国内生产将继续

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虽然需求复苏略落后于生产，但随着生产持续好转，国内失

业率不断走低，目前已经与疫情前持平，居民部门能从企业部门获得稳定收入，居

民消费倾向有望改善。 

图 16 国内 PMI 走势 图 17 国内生产和消费数据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二）疫苗供应不同步，利好我国出口 

虽然消费的复苏落后于生产，但得益于出口的增长，工业库存反而持续走低，

这为国内生产持续扩张留下了空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力显著增强，

11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达25.4%，出口外需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拉动。而

我国出口逆势增长的根源在于，中国率先控制疫情，使得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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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升。 

图 18 国内出口数据 图 19 国内工业企业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前瞻的看，由于新冠疫苗供应具有稀缺性，从目前的预定情况来看，主要被发

达国家包揽，发达国家经济先恢复，由于需求旺盛其进口依然较多，而由于劳动力

密集地区疫苗可能还未得到普及，疫情尚未得到控制，我国的供应链仍是最稳定可

靠的选择，出口预计依然较好，生产有望继续恢复。但进入下半年，随着欠发达地

区疫情得到控制，部分流转至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订单需求将会离开中国，国内的出

口水平将会回落。 

（三）流动性持续改善，投资有望平稳好转 

投资方面，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升至2.6%。分行业来看，

房地产投资仍然强劲，1-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6.8%，房地产销售

面积同比增速略有回落至12.05%，但仍处于高增长区间，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

但是从购置土地面积的加速回落来看，房地产投资未来的回升幅度有限。 

图 20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图 21 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图 22 房地产销售面积 图 23 购置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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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制造业投资加速恢复，降幅持续收窄。考虑到1-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

正，营收状况也在迅速改善，由于消费继续向好，营收改善有望得到延续，这将对

制造业投资持续保持回升态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且M1、M2增速剪刀差收窄，

体现居民和企业存款活期化，现金流相对较好，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均有望持续好转。 

基建增速小幅放缓，1-11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宏观政策强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来

看，基建领域大概率以平稳增长为主。 

图 24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图 25 M1/M2 增速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四）国内宏观小结 

由于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国内经济的一枝独秀，生产、消费持续向好。随着

疫苗的推出和广泛接种，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最终将受到控制。由于疫苗供应

有限，预计明年上半年疫苗都将供应给发达国家，而欠发达地区的疫苗供应可能要

等到明年下半年。在明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生产活动恢复，按照之前的分析，可能

将进入主动补库的阶段，此时由于生产和需求的同时放大，我国的出口预计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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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进入下半年，随着欠发达地区疫情得到控制，部分流转至中

国的劳动密集型订单需求将会离开中国，对国内的出口水平将会回落。此外，明年

下半年欧美经济若存在过热情况，将会引发政策收缩的预期，风险偏好降低，资金

流出，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回归到潜在水平。 

四、供应趋于宽松，上半年稳定性存疑 

（一）铜矿供给有望增加，疫情影响供给稳定性 

2020年国内铜精矿产量约163万金属吨，国内的铜精矿规模较小，产量少，且

品位较低，因此国内铜矿供给弹性较小。2021年，国内铜矿预计将增加8.3万吨，

同比今年增加5%。主要来自于玉龙铜矿二期项目和驱龙铜矿的落地。 

国际铜矿方面，2020年全球铜精矿产量约2000万金属吨，从统计的上市企业

财报表来看，今年一季度开始有部分矿山因天气原因产量出现下滑，二、三季度又

受到疫情对矿山生产稳定性的冲击导致产量下滑，由于目前海外疫情仍未控制住，

四季度海外矿山恐怕也无法完全恢复至去年同期的生产水平，今年全年铜矿产量预

计同比出现小幅下滑。 

图 26 国内铜精矿产量 图 27 国际铜矿产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2021年全年预计海外新增产能为约120万金属吨，并且其中较大比重来自印

尼的Grasberg矿区，而该矿区于2020年3季度后受疫情困扰，也存在潜在的矿权

纠纷问题，故此新增产能能否顺利兑现尚未可知。南美洲以及非洲等主要矿源地区

则会相应进入秋冬季节，由于疫苗供应没保障，疫情和罢工问题难以彻底解决，因

此明年上半年铜矿供应仍有偏紧预期。下半年由于疫苗的普及，并且从历年数据上

来看，全球铜矿企业的资本投入虽然自2013年之后便开始下降，考虑到矿山建设

周期，近年仍是产量兑现的高峰期，因此预计疫情得到控制后，铜矿供应预计将逐

渐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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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021 年矿山增产情况 图 29 全球矿山资本支出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二）再生铜进口增长，废铜供给增多 

一般铜产品使用寿命大约在15年-20年，我国精炼铜的消费从2006年以后加

速明显，从这个增长趋势来看，我国国内废铜供应也有望逐步增加，但短期增长可

能并不会特别显著。 

今年固废中心共发放13批批文，合计下发废铜批文88.9万实物吨，但由于疫情

的影响，实际进口量远不及。由于再生铜细则的实施，进口企业以及海关对相关细

则的落实会经历从陌生至熟悉的过程，2020年末再生铜进口已经略有上升，预计

2021年废铜（包括再生铜）进口量可能会有所上涨。 

图 30 废铜进口批文  图 31 废铜进口量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我的有色网 

（三）供给小结 

供给整体有增加趋势，废铜供应趋于宽松，但由于明年上半年疫情可能仍对铜

矿主产区有一定的冲击，铜矿供应的稳定性仍存疑；下半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铜

矿供给应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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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求总体向好，下半年有政策收紧预期 

（一）上半年海外需求强劲，警惕下半年海外政策退坡 

在宏观部分，我们已经论述了海外整体库存处于低点，尤其是汽车和房地产库

存，整体消费潜力旺盛，补库需求强劲，或能带动精炼铜的需求。但若未来疫情得

到控制，经济复苏形势乐观，海外的宽松政策或将退坡，目前海外的通胀预期已经

处于较高水平，需警惕可能的政策收紧讨论给资产价格带来的压力。 

（二）电网投资增加，电缆需求或有增长 

国内方面，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以来，国内流动性在此前较为宽松的货

币政策的引导下相对充足，因此未来在诸如电网这类基建领域的投入或仍有一定潜

力。而且今年国家电网的年度投资计划尚未完成，为了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十二月

的资金投放会可能会有提高，而从投资到项目实际落地仍有一定的时滞，年底投放

的资金一般体现在明年上半年的交货量上，因此明年上半年电网需求仍有支撑。 

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强调了碳中和的目标，为了实现在2030年

碳排放达到峰值的要求，因此对于清洁能源的布局在未来的十四五规划中也将会是

重点项目，而这其中也将会涉及对于现存电缆布局进行更新的需求，故此预计2021

年电缆行情对于铜需求会有增长。 

图 32 海外通胀预期 图 33 电网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三）汽车行业步入改善周期，新能源汽车值得期待 

汽车板块此前在经历了连续3年的下跌之后，行业有望进入改善周期。并且通

过观察可发现，汽车销量增速与部分宏观指标的相关性相对较高，如M1增速以及

PMI等数据。以M1为例，流动性充足意味着消费能力高。近期M1持续增长，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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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量均呈现出了较为靓丽的增长，3季度以及4季度均有8%左右的增长，显现

出市场情绪的改善也相对较为明显，目前M1同比增速维持上升势头，一定程度上

指向汽车消费有望持续好转。加之新能源汽车又是十四五规划中重点提及的项目，

并且也是为了达成2030年国内碳排放达到峰值的要求，预计2021年，汽车的总体

增长幅度加快，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可能实现快速增长。而新能源汽车的单车耗铜量

比传统汽车高出3至5倍，叠加充电桩的需求，故此预计对于汽车行业用铜量也会有

所增长。 

图 34 M1 增速与汽车销量增速 图 35 新能源汽车销量走势图（预估）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四）房地产竣工增加，家电行业亦受益 

房地产板块总体预计维持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结构性的看，房地产施工

周期大致为18个月，考虑到房地产竣工面积连续三年负增长，而2018-2019年新

开工面积却持续正增长，竣工面积增速虽然在2019年开始上升，但由于受到疫情

影响，上升势头戛然而止，持续时间明显较短，再结合疫情可能对2020年房屋竣

工进程影响可能较大，以及房地产企业由于政策限制可能存在赶工期回收现金流的

情况，2021年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有望上行转正，将会对铜的需求产生一定的增

量。 

在2020年下半年，各类家电品种也均有呈现出单月超两位数的同比增长的情

况，以空调排产为例，自下半年开始明显好于往年同期。2021年受海外需求的复

苏以及国内地产行业竣工增多的影响，预计家电行业表现也会比较乐观。 

图 36 房地产开工与竣工增速 图 37 空调排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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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五）需求小结 

需求总体较为强劲。海外低库存，叠加经济复苏带动需求上行，国内主要精炼

铜消费领域的需求也有增长潜力。但需警惕经济复苏后可能存在的政策收紧预期。 

六、市场展望 

目前全球铜库存处于近5年的低位，为铜价奠定了良好的上行基础。明年上半

年预计发达地区疫情会逐步得到控制，宽松政策效果延续，生产活动逐步恢复，消

费潜力充足，需求预期较为旺盛。尤其是汽车和房地产库存较低，美国重返国际合

作也将放大汽车和房地产行业补库时对铜的需求；国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终端需

求有望增长。铜矿主产区由于疫情原因可能仍存一定的偏紧预期，预计上半年铜价

仍有上涨潜力。 

下半年由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潜力可能已经逐步释放，库存开始累积。经济可

能存在过热显现。海外政策收紧讨论升温，货币及财政政策或将陆续退潮。欠发达

地区得到疫苗接种，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供应端担忧减少，逐渐偏向宽松，铜价可

能面临回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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