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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LME 库存减少 4350 吨达 173500 吨，注销仓单减少 2550 吨至 92600 吨，注销
仓单占比 53.4%。现货方面，上个交易日伦铜 Csah/3m 升水扩大至 12 美元/吨，国内
上海地区现货贴水扩大至 50 元/吨，下游接货仍显不足，但由于临近交割，现货报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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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昨日进口亏损扩大至 700 元/吨，精废价差略有缩小，废铜消费逐渐回暖。秘鲁
官方数据显示，该国 8 月铜矿产量同比下降 0.97%至 20.7 万吨，1-8 月累计产量 157.6
万吨，同比下降 0.92%。综合来看，昨日铜价收跌，因美国可能退出 WTO，且全球股
市大幅收跌。产业上，海外现货走强、国内现货走软，沪伦比值下修。展望后市，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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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后精废价差扩大将刺激废铜的替代，加上新扩建冶炼项目陆续投产，四季度国内精

010-59837833

铜市场供需将相对平衡。外围国家货币政策和流动性面临收紧压力，外需可能走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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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基本面偏中性，临近周末市场关注焦点转向即将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预计做多情绪
受限。操作建议：观望。

锌：安泰科调研 9 月国内精炼锌产量 36.5 万吨，较 8 月环比增长 2 万吨，由于 9 月比
8 月少一个自然日，因此日产环比增幅接近 10%。供应环比增加但同比下滑的局面同此
前市场预期相近，10 月由于较 9 月多一个自然日，产量仍有环比增长的可能，但我们
更看好 11-12 月产量的回升情况，原因是 TC 仍有持续上调动力，锌价反弹至目前位置，
炼厂利润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本轮中上游产业利润调整已接近尾声，锌在熊市
中的阶段性反弹临近尾声，月内维持偏多思路，
11 月后视供应恢复情况向空头思路过渡。
操作上剩余多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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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 LME 评论：期锌收跌 受累于贸易和通胀忧虑
据外电 10 月 10 日消息，LME 期锌周三收跌，受累于贸易和通胀优虑，尽管稍早
曾升向上周所及的三个月高位，因库存萎缩及中国冶炼商减产提振市场。
伦敦时间 10 月 10 日 17:00(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 00:00)，三个月期锌收跌 1.8%，
报每吨 2,629 美元，盘中触及每吨 2,715 美元，接近上周所及的三个月高点。
LME 注册仓库锌库存自 8 月时的逾 250,000 吨降至 194,575 吨。
上期所锌库存为 29,204 吨，创下 2007 年以来最低水平。
中国锌炼厂因环保检查收紧且利润疲弱而减产，供应因而趋于紧俏。
中国占全球精炼锌产量的近一半，也是精炼锌的最大消费国。
不过荷兰银行分析师 Casper Burgering 称，锌价后市看涨前景变得不太明朗。
“对锌矿投资带来的产出预计将在 2019 年进入市场，这将改变市场的供需平衡，
短期内价格可能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但到 2019 年价格压力将增加。”
锌价自 8 月触及的 22 个月低点每吨 2,283 美元以来已大涨约 18%。
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精炼锌需求将超过供应
322,000 吨，2019 年供应缺口将收窄至 72,000 吨。
Marex Spectron 在一份报告中称，锌价或在每吨 2,728-2,752 美元区间遭遇强劲
阻力。
上海期货交易所周三发布通知称，将增加铅、锌、锡、镍作为标准仓单交易的新品
种，自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点起开始交易，交易模式为卖方挂牌，采用全价报价
和升贴水报价。最大涨跌幅度为对应期货品种交割月份台约涨跌停板幅度的两倍。
现货锌较三个月期锌溢价升至 41.50 美元，扭转近期跌势，意味看近期供应缺乏。
必和必拓(BHP)澳洲业务主管周二表示，公司预计其旗下 Olympic Dam 矿的一座
工厂将于本月重启，此前曾进行维修。公司已找到一种从该资产中获得回报的方法，以

集中精力提高生产率。
其他基本金属方面，三个月期铜收跌 0.8%，报每吨 6,239 美元。
三个月期铝收跌 0.4%，报每吨 2.047 美元。
三个月期铅收跌 1.3%，报每吨 1.910 美元。
三个月期镍收跌 2.6%，报每吨 12,680 美元。
三个月期锡则逆势收升 0.1%，报每吨 19,02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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