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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情复盘】 

5 月 17 日，沪铜偏强运行，主力合约 CU2206 收于 71790 元/吨，涨 0.96%。现货

方面，上海有色网 1#电解铜均价 72185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515 元/吨。SMM

洋山仓单报价 62-84 美元/吨，均价 73 美元/吨，均价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5 美元

/吨；提单报价 49-70 美元/吨，均价 59.5 美元/吨，均价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5 美

元/吨，QP6 月，报价参考 5 月下旬 6 月中上旬到港货源。LME0-3 升水 17 美元/

吨，对 06 合约进口亏损在 600 元/吨附近（10:00）。 

【重要资讯】 

1、据 mysteel，受集中到货、卸货场地阻塞等因素影响，广东佛山主要有色仓储

已暂停卸货，时间周期 3-5 天。 

2、南京海关出台十八条落实措施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其中关于保障进出口农食

产品等商品有效供给的措施中提到，将优化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要求和作业模

式，扩大铜精矿资源进口。 

3、截至 5 月 16 日，作为上海汽车生产基地之一的嘉定已有 126 家企业正式复工

复产，其中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集团等传统汽车龙头企业，也有蔚来汽车、小马

智行、重塑科技等新能源车。 

【操作建议】 

随着国内多个经济数据的陆续公布，铜市基本面利空的消息已经逐步兑现，而接

下来长三角地区疫情数据已经逐步好转，复工复产的进度也符合预期，可以认为

疫情对铜市的影响已经告一段落，从技术面来看，沪铜已经跌至前期中线级别的

支撑线，后市随着市场对悲观情绪的消化，继续重挫的可能性已经降低。未来关

注的重点仍在于国内生产的恢复情况，随着国内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铜加工企

业和终端企业开工均有所反弹，但完全恢复尚需时日，而供应端来看，卫星数据

表明国内疫情期间冶炼水平并未放缓，随着物流的打通，供应压力也会对短期市

场带来压力。不过中期来看，目前全球显性库存仍处低位，一旦国内疫情出现拐

点，复工复产顺利推进，稳增长政策下相信需求旺季虽迟但到，届时铜价仍有反

弹的机会。鉴于当前利空情绪暂且宣泄完毕，长三角地区疫情数据也出现一定转

机，可在当前位置逢低布局轻仓多单。 

铜期货期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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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行情回顾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5 月 17 日，沪铜偏强运行，主力合约 CU2206 收于 71790 元/吨，涨 0.96%。现货方面，上

海有色网 1#电解铜均价 72185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515 元/吨。SMM 洋山仓单报价 62-84

美元/吨，均价 73 美元/吨，均价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5 美元/吨；提单报价 49-70 美元/吨，均

价 59.5 美元/吨，均价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5 美元/吨，QP6 月，报价参考 5 月下旬 6 月中上旬

到港货源。LME0-3 升水 17 美元/吨，对 06 合约进口亏损在 600 元/吨附近（10:00）。 

二、库存情况 

5 月 17 日 LME 铜库存 176575 吨，增加 25 吨。截至 5 月 13 日，上期铜期货库存 55372 吨，

较上周增加 3081 吨。社会库存方面，据 mysteel，5 月 16 日国内市场电解铜现货库存 9.97 万吨，

较 9 日增 0.98 万吨，较 12 日增 1.07 万吨；其中上海库存 6.03 万吨，较 9 日增 0.64 万吨，较 12

日增 0.36 万吨；广东库存 3.30 万吨较 9 日增 0.65 万吨，较 12 日增 0.77 万吨，江苏库存 0.39

万吨较 9 日减 0.21 万吨，较 12 日减 0.02 万吨。 

( : ): :LM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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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三、现货与升贴水 

据 SMM 调研，5 月 17 日上海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于升水 400~升水 450 元/吨，均价

升水 425 元/吨，较前一日上升 150 元/吨。平水铜成交价格 72100-7225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

格 72120-72270 元/吨。今日沪铜早市小幅高开后重心持续上移摸高 71800 元/吨后重心围绕

71750 元/吨窄幅震荡整理。 今日是换月交割后第一个交易日，上海地区长单开始且受到上海

地区明确解封信号下市场买盘积极，升水持续走高。早市平水铜还始报于升水 400 元/吨左右，

但市场整体货源偏紧，难觅平水货源下，第二时段前后升水报至 420-430 元/吨左右。好铜报

价则由于进口铜的持续流入和平水铜基本难见价差，整体报至升水 430-450 元/吨，市场维持

刚需买盘。湿法铜和平水铜价差扩大也主要受到进口货源流入，非标非注册等品牌的持续流入

给予下游货源补充一定程度打压市场湿法铜需求，导致湿法铜整体报至升水 250-300 元/吨左

右。 交割换月后第一个交易日，市场整体交投活跃度较好，江浙地区整体买兴补库需求较为

旺盛，叠加国家公布上海地区社会面清零，出现了较为明确的解封信号下贸易买盘活跃度同步

提高，在市场整体库存低位货源偏紧且国内检修集中期下，升水应声走高。江浙地区整体在下

游买盘力量下引领上海地区报价，整体报至升水 450-600 元/吨左右。 

:LME COME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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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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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仓与成交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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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资讯及供需总结 

1、5 月 13 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在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

海市 9000 多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已复工 4400 多家，占比接近 50%。当前上海市推动三批

“白名单”企业 3000 多家复工复产，整体复工率超过 70%，其中首批 666 家企业复工率已超

过 95%；外资企业 847 家，复工率已达 80%。 

2、智利制宪议会 14 日投票否决矿权重大改革，试图让矿权国有化的争议性宪法第 27 条

上周遭否决后，环委会提多个版本，但在表决中全都未达绝对多数门槛，未能纳入宪法草案。

该项提议将赋予智利政府对锂、稀有金属和碳氢化合物的独家采矿权，以及铜矿的多数股权，

但该计划遭到采矿业的强烈反对。在周六的投票中，智利批准了一项禁止在冰川进行所有采矿

活动的禁令。 

3、截至 5 月 16 日周一，SMM 全国主流地区铜库存环比上周五增加 0.79 万吨至 12.68 万吨。 

4、据 mysteel，受集中到货、卸货场地阻塞等因素影响，广东佛山主要有色仓储已暂停卸

货，时间周期 3-5 天。 

5、南京海关出台十八条落实措施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其中关于保障进出口农食产品等商

品有效供给的措施中提到，将优化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要求和作业模式，扩大铜精矿资源进口。 

6、截至 5 月 16 日，作为上海汽车生产基地之一的嘉定已有 126 家企业正式复工复产，其

中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集团等传统汽车龙头企业，也有蔚来汽车、小马智行、重塑科技等新能

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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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权成交情况及策略 

随着国内多个经济数据的陆续公布，铜市基本面利空的消息已经逐步兑现，而接下来长三

角地区疫情数据已经逐步好转，复工复产的进度也符合预期，可以认为疫情对铜市的影响已经

告一段落，从技术面来看，沪铜已经跌至前期中线级别的支撑线，后市随着市场对悲观情绪的

消化，继续重挫的可能性已经降低。未来关注的重点仍在于国内生产的恢复情况，随着国内复

工复产的稳步推进，铜加工企业和终端企业开工均有所反弹，但完全恢复尚需时日，而供应端

来看，卫星数据表明国内疫情期间冶炼水平并未放缓，随着物流的打通，供应压力也会对短期

市场带来压力。不过中期来看，目前全球显性库存仍处低位，一旦国内疫情出现拐点，复工复

产顺利推进，稳增长政策下相信需求旺季虽迟但到，届时铜价仍有反弹的机会。鉴于当前利空

情绪暂且宣泄完毕，长三角地区疫情数据也出现一定转机，可在当前位置逢低布局轻仓多单。

 

数据来源：WIND、方正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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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分支机构 地址 联系电话

资产管理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1号楼泰康金融大厦22层 010-85881312

期货研究院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48号新联写字楼4层 010-85881117

投资咨询部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48号新联写字楼4层 010-68578587

产业发展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1号楼泰康金融大厦22层 010-85881109

金融产品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1号楼泰康金融大厦22层 010-85881273

金融机构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1号楼泰康金融大厦22层 010-858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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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2307室
021-50588107/

021-50588179

常州分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延陵西路99号嘉业国贸广场32楼 0519-868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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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营业部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C3座1506单元 022-65634672

包头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7号正翔国际S1-B8座1107 0472-5210710

邯郸营业部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与滏东大街交叉口东南角环球中心T6塔楼13层1305房间 0310-3053688

青岛营业部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6号楼10层1002室 0532-82020088

太原营业部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329号和融公寓2幢1单元5层 0351-7889677

西安营业部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118号4幢1单元1F101室 029-81870836

上海南洋泾路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洋泾路555号1105、1106室 021-58381123

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107室 021-58861093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北路429号1703 021-58991278

宁波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1706室 0574-87096833

杭州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采荷嘉业大厦5幢1010室 0571-86690056 

南京洪武路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359号福鑫大厦1803、1804室 025-58065958

苏州东吴北路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吴北路299号吴中大厦9层902B、903室 0512-65161340

扬州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新城河路520号水利大厦附楼 0514-82990208

南昌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九龙大道1177号绿地国际博览城4号楼1419、1420 0791-83881026

岳阳营业部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建湘路天伦国际11栋102号 0730-883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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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际丰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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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机构信息

   风险管理子公司

   总部业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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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源于公开资料，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对信息的准确性及完备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

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

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合约的买卖出价和征价，投资者据此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操作而导致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可

能存在的交易风险。本报告版权仅为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如引用、转载、刊发，须注明出处为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