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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面依然以利多为主，铜市或维持震荡偏强
2021.07.12-2021.07.16
投资策略建议：

投资咨询部

美国 6 月 CPI 数据录得近 13 年来最大涨幅，通胀压力可能将会使美联
储做出反应，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依然
重申鸽派立场，强调不会急于收紧货币政策。从近期偏强的行情表现
来看，当前市场可能处于对 tapper 逐渐脱敏过程中。国内央行降准将
释放出万亿资金，有利于减少美国经济复苏对国内出口的冲击，有利
于对抗美联储退出 QE 后资金外流风险，下游消费的提振可能推动商品
价格出现一波新的回升。

南美疫情、罢工等事件对矿端的扰动逐渐恢复，铜矿供应短期内趋
于宽松。在原料供应充裕度逐步提升的背景下，TC 有可能持续上
涨。国内 7 月铜企检修力度较小，预计 7 月产量同比和环比将可能
明显回升。本周铜杆市场需求未见明显改观，消费淡季表现较为明
显，铜板带材下游需求不足，电子元器件厂家拿货较差,变压器厂
家采购铜带原料较为低迷。

整体来看，目前沪铜处于仍处于消费淡季，叠加宏观消息面变化较
小，依然以利多为主，预计下周铜市运行或仍将以宏观为主，基本
面为辅，维持震荡偏强的走势，建议投资者持有多单。

下周关注:
1. 美国 7 月 NAHB 房产市场指数
2. 中国至 7 月 20 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3. 美国 6 月新屋开工总数年化、美国 6 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
4. 欧元区 7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5. 美国 7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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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美国 6 月末季调 CPI 年率 5.4%，前值 5.00%，预期 4.90%；美国 6 月季调后 CPI 月率 0.9%，前
值 0.60%，预期 0.50%。
2. 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称，美联储准备在风险出现时适当调整货币政策立场；关于美联储的资产
购买计划，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委员会将继续评估经济目标的进展；通胀前景的上行风险有所
增加，通胀预期范围与长期通胀目标大体一致，更持久但可能仍是暂时性的通胀上行压力来自
经历供应链瓶颈的商品价格；第二季度数据显示需求进一步强劲增长。
3. 鲍威尔 7 月 15 日参议院听证会要点总结：①货币政策：FOMC 将在未来数周讨论美国国债和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购买事宜。相比减码 QE，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所面临的考验更大。
②通胀：重申如果通胀预期上升过多，美联储将做出反应，不认为会出现广泛的通胀压力。
4. 在 13 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此次全面降准是我国货
币政策回归常态后的常态化操作，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改变。下一步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将
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
策力度，兼顾内外均衡；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
【华安解读】
美国 6 月 CPI 数据录得近 13 年来最大涨幅，通胀压力可能将会使美联储做出反应，但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在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依然重申鸽派立场，强调不会急于收紧货币政策。在被问及“实质进
展”到底怎么判断时，鲍威尔表示很难给出精准的描述，不过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会提供许多
提醒。从近期行情表现来看，当前市场可能处于对 tapper 逐渐脱敏的过程。不过，美联储的政策变化仍
然是影响市场方向的关键因素，关注 7 月 28 日美联储利率决议，届时铜价或有望选择方向。
国内央行降准将释放出万亿资金，大部分或将流入地产、制造业等行业，下游消费的提振可能推动
铜价出现新的回升。本次全面降准并非发生在经济已明显下行的情况下，而是在欧美经济持续复苏，预
期美联储将退出 QE 的背景下提出的，有利于对抗美联储退出 QE 后资金外流风险，有利于稳定中国经济
长期增长，利好风险资产。
整体看，本周宏观较上周变化较小，依然以利多消息为主，主要逻辑为：一，当前市场可能处于对
tapper 逐渐脱敏过程中，二，国内全面降准有利于对抗资金外流风险及稳定经济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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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1. 中国 2021 年 6 月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549 万吨，同比增长 8%。1-6 月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
3255 万吨，同比增长 11%。
2. 近日盛屯矿业在投资者平台上回答表示 5 亿收购的卡隆威铜钴矿项目为年产阴极铜 30,028 吨、
粗制氢氧化钴 3,556.4 吨
（金属量）
项目。卡隆威项目铜钴矿山采矿权拥有资源量为矿石量 1,346
万吨，储量为铜金属量 30.2 万吨，平均品位 2.7%，钴金属量 4.27 万吨，平均品位 0.62%。
3. 江西铜业股份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锂电铜箔、22 万吨铜杆及 3 万吨铸造材料项目，预计三个
项目总投资合计人民币 128 亿元。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2179 亿元，同比增长 15.0%；比 2019
年 1—6 月份增长 17.2%，两年平均增长 8.2%。其中，住宅投资 54244 亿元，增长 17.0%。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6 月汽车企业出口 15.8 万辆，环比增长 5.0%，同比增长 1.5 倍。其中，
新能源汽车出口贡献度为 11.1%。2021 年 1-6 月，汽车企业出口 82.8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
6. 2021 年 6 月份我国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167.1 万吨，1-6 月份为 1,149.9 万吨，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 6.2%。
7. 工信部：下一步，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
支持上下游行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供销配套协作，
协同应对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要坚决打击囤积居奇、恶意炒作、哄抬价格的行为。

∟.现货交易概况
1. 截止 7 月 16 日 15:00，
沪铜现货/lme3 月 7.34，
沪铝现货/lme3 月 7.72，沪铅现货/lme3 月 6.72，
沪锌现货/lme3 月 7.56，沪锡现货/lme3 月 6.82，无锡镍现货/lme3 月 7.50。
2. 上海地区现货升水一路高歌涌进，好铜报价自升水 240 元/吨上调至升水 380 元/吨，平水铜报
价自升水 210 元/吨至升水 350 元/吨，
湿法铜报价自升水 150 元/吨调整至 290 元/吨。1234567890
3. 广东地区周初好铜与平水铜倒挂区间扩大，由上周倒挂 10 元/吨扩大到 20 元/吨，周中月差逐
渐收窄，平水铜最终成交价多为升水 60 元/吨，结束前几日好平倒挂现象，临近周末升水也有
逐渐走强迹象，但广东地区消费未见明显转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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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
图 1 铜粗炼费 TC（单位：美元/吨）

图 2 交易所铜库存（单位：吨）

数据来源：同花顺、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秘鲁 5 月铜矿出口量同比增长 28.66%至 182.69 万吨，疫情、罢工等事件对矿端的扰动逐渐恢复。随
着海外铜矿新建陆续爬产，铜矿供应短期内趋于宽松。考虑到上月末秘鲁矿业、石油和能源协会前主席
卡洛斯·加尔维斯指出，正规采矿公司支付 57%的利润作为税金，可能将增加矿山生产的压力，供应端仍
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现货 TC 继续向上突破，在原料供应充裕度逐步提升的背景下，TC 有可能持续上涨，冶炼厂维持高开
工率。据我的有色统计，国内 7 月铜企检修力度较小，预计 7 月产量同比和环比将可能明显回升。下半
年需求边际减弱，预计后市铜累库压力比较大。

∟.下游铜材市场
图 3 中国主流市场 8.0 铜杆出厂加工费（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铜杆整体成交表现一般。精铜制杆端，整体成交表现不佳，订单量较上周减少 20%-30%，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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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订单表现均一般，大型厂家以长单出货为主，中小型厂家订单下滑较为明显。周中铜价下跌，下游
采购积极性略有提振，积极补库，市场交易情绪较为活跃。周尾铜价上行，华东、华北地区订单均有一
定程度下滑。废铜制杆端，本周精废杆价差持续收窄至 700-900，各地成交略有下滑。现阶段市场废铜货
源流通较紧，原料紧缺问题尤为明显，周尾铜价上涨，废铜贸易商积极出货，优质货源仍显紧俏，利废
企业采购压力较大。

图 4 2021 年 7 月中国主流市场铜板带加工费（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周初 T2 紫铜带上涨 800 元/吨，华东市场板带订单下滑明显，整体日均出货 70
吨，T2 紫铜带成交价在 73400-73600 元/吨，终端企业处于观望状态，成交不佳。华南市场，受淡季和高
铜价影响，终端备贷动力不强，电子电器企业采购 T2 紫铜带在 73300 元/吨位置采购少量，整体成交弱。
周中阶段，T2 紫铜带下跌 600 元/吨，报价 73500 元/吨，华东市场下游市场偏淡，订单量较上周减少 10%，
日均出货量在 50-60 吨左右，T2 紫铜带成交价在 72700-73000 元/吨，成交不佳。周末段，华东市场终端
接货乏力，需求淡，抑制成交表现，订单量环比减少 10-20%，日均出货量 70 吨，T2 紫铜带成交价在
72600-73100 元/吨，H62 黄铜带成交价在 56500-56800 元/吨，成交不佳。华南市场日均订单出货 65 吨，
主要紫铜黄铜板带，成交价在 72800-73300 元/吨，终端采购积极性不高，订单不理想。
本周铜管和铜棒市场以宽幅震荡为主，截止周五紫铜管周内累计涨 1130 元吨，报 73250 元/吨；黄
铜管周内累计涨 980 元/吨，报 55100 元吨；紫铜棒价格周内累计涨 1100 元吨，报 72760 元吨；黄铜棒
周内累计涨 950 元吨，报 502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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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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