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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策略周报 20180701 

摘要： 

铜：我们认为短期来看，周边市场及宏观环境有回暖迹象，月初国内现货也可能会小幅改

善，因此铜价有望止跌企稳小幅反弹。不过反弹空间也并不看好，因为铜自身基本面较为疲软，

反弹更多是跟随周边市场的被动跟涨，而且宏观面短期好转但是中期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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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震荡运行 

一、铜价震荡运行 

上周沪铜震荡，伦铜偏弱，主要受到人民币快速贬值的影响。特朗普强硬态度的转变以及中

国出台了一些定向宽松政策使得市场避险情绪舒缓，周边市场有企稳回升的迹象。 

图表 1：沪铜价格走势                              图表 2：伦铜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文华财经 

 

二、基本面表现疲软 

上周沪铜库存增长 0.8 万吨，现货贴水较为明显，下游采购意愿也十分低迷。这一方面和半

年底资金面十分紧张有关；另一方面和下游需求偏弱有关。接下来 7 月初市场资金面料将有所好

转，加之铜价逐步企稳，下游采购意愿有望得到体现。不过由于下游订单并未明显走强，现货也

不太会体现的十分强劲。伦铜库存减少 1.1 万吨，上周我们曾提到取消仓单增加，这符合之前的

判断。 

图表 3：沪铜库存及升贴水                         图表 4：伦铜库存及升贴水        

  
资料来源：Wind、文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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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边市场企稳回升 

上周，周边市场有企稳迹象：文华商品指数明显走强、上证指数止跌反弹、国债高位遇压、

美元指数高位震荡。宏观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变化：特朗普上周又再度反复，表示不会以最严厉方

式对抗中国，这使得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得到舒缓；中国近期多次出台和中小企业有关的政策，信

号非常明显，要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结合上周的分析，我们认为“脱虚入实”的政策重

心往“入实”方向倾斜的信号越来越明显。这毫无疑问是利多于实体经济，也会对大宗商品价格

产生支撑。 

图表 5：文华商品指数                             图表 6：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文华财经 

图表 7：上证指数                                 图表 8：十年国债期货      

 
资料来源：Wind、文华财经 

 

四、资金面分歧减小 

截至上周二 CFTC 基金持仓周环比净多大幅减少 2.2 万张，其中多头减少 1.5 万张，空头增

加 0.7 万张。可以看出基金持仓净多已经完全回吐了之前的增加幅度，但是从多空持仓来看，均

略高于之前水平，这就意味着仍有部分多头被套，还有部分空头获利盘未了结。不过总体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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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持仓变化最大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对于铜价的影响可能又会重归平静。沪铜方面，持仓

更是降低至 66 万手，表明多空分歧较低。 

图表 9：CFTC 基金持仓多头空头                    图表 10：CFTC 基金持仓净多和铜价        

 
资料来源：Wind、文华财经 

 

五、结论及操作建议 

综上我们认为短期来看，周边市场及宏观环境有回暖迹象，月初国内现货也可能会小幅改善，

因此铜价有望止跌企稳小幅反弹。不过反弹空间也并不看好，因为铜自身基本面较为疲软，反弹

更多是跟随周边市场的被动跟涨，而且宏观面短期好转但是中期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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