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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1. 美国通胀增速放缓，激进紧缩预期弱化；
2. 政策助力复工复产，下游需求有望兑现；
3. 矿端供应干扰不断，六月炼厂检修较多；
4. 电网工程继续放量，空调获政策倾斜明显；
5. 地产政策需更积极，能源车产销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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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政府正考虑逐步实施冰川采矿禁令，该保护措施可能会使
智利铜产量面临风险，秘鲁Las Bambas铜矿的谈判未达成，何时恢
复运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据百川盈孚，6月白银有色、金川集团等大
型冶炼厂均有检修计划，电解铜供应短期之内或下滑。

华安期货温馨提示：
“期”待诚信
“货”真价实

按历年规律，电网工程一般会在6月达上半年高点，基建放量将
继续带动铜杆消费；目前空调排产已连续三个月小幅提升，在各地
消费政策刺激下，铜管消耗将进一步提振；地产销售持续低迷，对
铜材需求拉动较弱；疫情对新能源车的影响较小，在国家产业战略
的指导下，能源车仍将高速拉动铜材消费。
整体来看，海外通胀增速连续两个月放缓，美联储加息步伐有
望稍缓，铜供应偏紧而下游需求在6月兑现的预期较强，铜价可能存
在阶段性反弹。投资策略：期货多头，期权可尝试卖出看跌策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铜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目录
一、行情回顾...................................................................... 1
二、宏观分析...................................................................... 1
2.1 美国通胀增速放缓，激进紧缩预期弱化 ........................................ 1
2.2 政策助力复工复产，下游需求有望兑现 ........................................ 2
三、基本面分析.................................................................... 2
3.1 矿端供应干扰不断，六月炼厂检修较多 ........................................ 2
3.2 电网工程继续放量，空调获政策倾斜明显 ...................................... 4
3.3 地产政策需更积极，能源车产销持续提升 ...................................... 5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 7
免责声明.......................................................................... 8

图表目录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1: 铜精矿加工费（美元/吨、美元/磅） ...................................... 1
2: 全国主要市场铜库存（万吨） ............................................ 1
3: SMM1#电解铜现货升贴水（元/吨） ........................................ 1
4: 铜期权隐含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 .......................................... 1
5: 美国 PCE 指数及核心 PCE 指数（%） ....................................... 2
6: 美国非农就业与失业率（千人，%） ....................................... 2
7: 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万吨） ............................................ 3
8: 精炼铜产量（万吨） .................................................... 3
9: 国内铜冶炼装置动态 .................................................... 3
10: 精炼铜产能利用率（%） ................................................ 3
11: 铜材产量（万吨） ..................................................... 3
12: 精制铜杆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 4
13: 再生铜杆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 4
14: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额（亿元） ........................................... 4
15: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额（亿元） ........................................... 4
16: 铜管产能及利用率（万吨/月，%） ....................................... 5
17: 家用空调销售（万台） ................................................. 5
18:铜棒产能及利用率（万吨/月，%） ........................................ 5
19: 铜板带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 5
20: 地产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同比（%） .................................... 6
21: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累计同比（%） .................................. 6
22: 百城土地成交数量及溢价率（宗，%） .................................... 6
23: 新能源汽车产销（万辆） ............................................... 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铜期货月度策略报告
一、行情回顾
5 月铜价整体下行，利空一方面来自于美联储加息后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
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疫情对需求兑现的悲观。现货升贴水走强，至 27 日上海市场报
升水 395 元/吨，
进口货源收紧且国内冶炼企业发货量减少，
持货商挺价意愿较强，
基本不愿下调报价出货。期权隐含波动率及 60 日历史波动率下降，27 日标的合约
为 CU2207 的期权隐含波动率为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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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通胀增速放缓，激进紧缩预期弱化
5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确定加息 50bps，并宣布 6 月 1 日开始缩表，同时，鲍威
尔表示支持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各加息 50 个基点，该言论弱化了市场对于美联
储激进紧缩的担忧，通胀数据依然是市场的主要关注点。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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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4 月 PCE 指数同比上涨 6.3%，低于预期 0.4%，前值 6.6%；剔除波动较大
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PCE 指数同比上涨 4.9%，与预期相符，前值 5.2%。从
趋势上看，美国通胀增速连续两月放缓，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发生逆转，认为
加息步伐有望稍缓。26 日纽约联储发布了一份报告，称美国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
仍预计当前的通胀冲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价格涨幅将保持低位且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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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助力复工复产，下游需求有望兑现
国内疫情形势逐步好转，近期多地推出了一系列涵盖减税、降费等政策，为
企业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29 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行动方案》
，包括 8 个方面、50 条政策措施，涉及助企纾困、复工复产等“四大板
块”
。根据行动方案，上海将于 6 月 1 日起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审批制度，同时出台
系列政策稳外资、促消费、扩投资。
当前市场预期下游需求将在 6 月兑现，随着全国流动性的恢复，铜消费有望
得到提振。

三、基本面分析
3.1 矿端供应干扰不断，六月炼厂检修较多
4 月国内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188 万吨，环比减少 13.76%，同比下滑 1.90%。
当月从智利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 55 万吨，环比减少 34.41%，同比减少 14.02%，
从秘鲁进口 47 吨，环比减少 4.53%，同比增加 21.98%。
目前智利政府正在考虑逐步实施拟议的冰川采矿禁令，以限制一些大型铜矿
公司在安第斯山脉高处的开采项目，该保护措施可能会使智利铜产量面临风险。
秘鲁社区与政府之间就结束 Las Bambas 铜矿的抗议活动谈判未达成协议，Las
Bambas 铜矿的紧急状态延长 60 天。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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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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国内精炼铜产量为 89.8 万吨，同比降低 1%，精炼铜产能利用率为 84.3%，
同比降低 3.8%。据百川盈孚，6 月白银有色、金川集团等大型铜冶炼厂均有检修
计划，山东两座炼厂有复产计划，铜矿供需短期之内会偏向于卖方，产量或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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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4月1日

6 月初

40

两套轮流检修

中铜东南铜业有限公司

5月1日

/

40

/

东营鲁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月7日

待定

30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5 月初

1 个月

25

/

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

3 月 14 日

待定

40

6 月复产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月 10 日

40 天

20

轮流检修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月中旬

7 月中旬

45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40 天

/

/

山东金信新材料有限公司

/

/

/

计划 6 月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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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0: 精炼铜产能利用率（%）

图表 11: 铜材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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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网工程继续放量，空调获政策倾斜明显
4 月我国铜材产量为 171.4 万吨，同比降低 9.7%，1-4 月，我国铜材产量为
647.3 万吨，
同比降低 1.7%。
精铜制杆总产能为 1352.5 万吨，
产能利用率为 55.63%，
环比下滑 7.9%，同比下滑 20.03%；再生铜杆总产能为 427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50.03%，环比回升 3.86%，同比下滑 23.17%。
图表 12: 精制铜杆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图表 13: 再生铜杆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国家能源局发布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4 月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272 亿元，同
比下降 12.82%，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359 亿元，同比增长 11.84%。从季节性来看，
电网工程投资一般会在 6 月达到上半年高点后转弱，年末继续走强，电源工程则
主要集中于四季度放量。电网投资本质上属于基建，今年我国面对三重压力有较
强的稳增长压力，政府也加大了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基建重新成为投资主流。1-4
月,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5%,随着各地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开工建设，有望
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继续拉动铜消费。
图表 14: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额（亿元）

图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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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管企业 4 月产能为 15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76%，环比下滑 6.3%，同比增加
7.99%。受疫情影响，空调终端销售低迷，根据产业在线最新数据，4 月家用空调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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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764.18 万台，环比下滑 8.9%，内销 776.70 万台，环比下滑 6.3%。自今年 3
月起，空调排产已连续三个月有小幅提升，厂家开始为旺季做准备，加大排产为
渠道备货。5 月排产约 1658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增长 7.2%，其中，内销较
去年同期实绩增长 12.4%，出口较去年同期实绩下滑 5.5%。
图表 16: 铜管产能及利用率（万吨/月，%）

图表 17: 家用空调销售（万台）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的意见》，提出了五大方面二十项重点举措，包括稳定增加家电等大宗消费。深圳
市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
，组织家电
生产、销售企业推出惠民让利活动，开展绿色节能家电促销。随着后期各地政策
落实，空调销量将得到进一步提振。

3.3 地产政策需更积极，能源车产销持续提升
4 月铜棒产能为 17.43 万吨，
产能利用率为 66%，环比下滑 3%，
同比上涨 0.4%；
铜板带总产能为 353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73%，环比回升 3.86%，同比下滑 6.79%。
图表 18:铜棒产能及利用率（万吨/月，%）

图表 19: 铜板带产能及利用率（万吨/年，%）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国家统计局发布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月度报告。数据显示，1-4 月全国商品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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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销售面积 3976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9%。持续低迷的销售状况使得开发企业
在投资方面更加谨慎，1-4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39154 亿元，同比下降 2.7%，
其中，住宅投资 29527 亿元，同比下降 2.1%。房屋新开工面积 39739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26.3%，房屋竣工面积 2003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9%。
图表 20: 地产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同比（%）

图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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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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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似乎政
策端的刺激还未传到至需求端，往后看，房地产行业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策。
图表 22: 百城土地成交数量及溢价率（宗，%）

图表 23: 新能源汽车产销（万辆）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同花顺

疫情影响下我国车企出现大规模停产，行业景气度“断崖式”下滑。4 月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128.2 万辆和 118.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3.5%和 47.6%。新能源汽
车表现明显好于行业，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33 万辆和 29.9 万辆，同比增
长均为 45%。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进入爆发期，在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的指导下，
新能源车短期内仍将高速发展。能源汽车的单车耗铜量比传统汽车高 3 至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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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比提升对铜消费来说有积极作用。

四、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智利政府正考虑逐步实施冰川采矿禁令，该保护措施可能会使智利铜产量面
临风险，秘鲁Las Bambas铜矿的谈判未达成，何时恢复运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据
百川盈孚，6月白银有色、金川集团等大型冶炼厂均有检修计划，电解铜供应短期
之内或下滑。
按历年规律，电网工程一般会在6月达上半年高点，基建放量将继续带动铜杆
消费；目前空调排产已连续三个月小幅提升，在各地消费政策刺激下，铜管消耗
将进一步提振；地产销售持续低迷，对铜材需求拉动较弱；疫情对新能源车的影
响较小，在国家产业战略的指导下，能源车仍将高速拉动铜材消费。
整体来看，海外通胀增速连续两个月放缓，美联储加息步伐有望稍缓，铜供
应偏紧而下游需求在6月兑现的预期较强，铜价可能存在阶段性反弹。投资策略：
期货多头，期权可尝试卖出看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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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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