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色承压宏观，沪镍延续强势

主要内容：

 上周沪铜整体弱势震荡，消息面上还是受宏观悲观情绪影响。

短期来看主导铜走势的还是市场对宏观面的担忧，6 月 PMI 小

幅回落低于市场预期，制造业景气稳中略降；人民币大幅贬值，

美元或将持续强势，贸易战等因素，铜短期或将延续弱势。中

长期来看铜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供应紧张格局将支持

铜价企稳，中长期来看铜价有筑底迹象，操作上建议暂时观望。

 上周沪铝整体呈弱势震荡走势，主要受宏观和基本面双重利空

影响。成本下移和供需基本面压力仍是当前制约铝价反弹的主

要因素，叠加宏观悲观情绪影响，预计短期铝价难以走强，仍

将维持弱势震荡走势。中长期来看，数据显示国内外库存继续

下滑；原材料方面氧化铝价格不断下跌并有触底迹象，成本端

暂持稳对铝价形成一定的支撑；且电解铝供给侧整顿持续推进

中，违规自备电整顿，长期利多铝价。长期来看铝价大幅下行

的可能性不大，中长线操作可以在成本位附近布局多单。

 上周镍的整体表现好于其他金属，后半周更是逆势上涨。短期

来看供给端随着镍铁厂的陆续复产，镍铁供应偏紧的预期有望

得到改善；需求端不锈钢进入淡季，整体成交比较低迷；从镍

矿来看菲律宾与印尼镍矿出口恢复，总体供强需弱，矿价较难

获得提振；库存方面全球去库存格局仍在延续；而宏观方面目

前悲观情绪较浓。目前影响镍价走势的因素多空交织，但基本

面利多因素仍占优势，短期镍大概率维持偏强震荡走势。中长

期来看镍的中长期逻辑不变，镍大方向依然看涨。整体看镍价

目前进入蓄势阶段，宏观因素主要影响整体基本金属的走势，

镍相对强势的格局不变，中长期操作上可择时布局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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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情与分析

1、行情回顾与展望

铜:

现货方面，截至周五现货报价贴水 190 元-贴水 140 元/吨。全周来看，现货

市场成交一般，现货报价贴水幅度较上周有所扩大。月末资金压力较重，市场对

后期铜价走势持悲观态度，持货商力求成交主动下调报价，贴水有所扩大；部分

有资金能力的投机商为下月补货，压价收货，青睐低价货源，低价平水铜成交优

于好铜，但月末大部分企业受限于资金压力市场成交整体仍显低迷。

截止到本周五，LME 库存总量为 29.5 万吨，较上周下降 1.1 万吨，上期所

库存 26.4 万吨，较上周上涨 0.8 万吨，仓单库存为 14.3 万吨，较上周减少 2243

吨，库存持续去化。

上周沪铜整体弱势震荡，消息面上还是受宏观悲观情绪影响，短期来说主导

铜走势的还是市场对宏观面的担忧，预计接下来 1个月内中美贸易摩擦仍将持续

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叠加 6月 PMI 小幅回落，低于市场预期，制造业景气稳中略

降，人民币大幅贬值、美元或将持续强势等因素，近期金属市场受到较大压力，

铜短期或将延续弱势。后市密切关注中美贸易纠纷和智利矿山消息是否会对市场

形成利好，7月中旬智利矿山谈判结果或将出炉。

中长期来看，铜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供应紧张格局将支持铜价企稳。

全球铜精矿供应未来 5年刚性增量比较小，而弹性增量主要取决于价格，而精炼

产能虽然投放较多，但是受限于铜精矿供应，实际供应增量难以使得铜价深跌，

中长期来看铜价有筑底迹象，中长线操作建议暂时观望。

铝:

现货方面，本周现货市场整体成交较好，上游持货商出货换现积极性较高，

市场可流通货源宽裕，但由于季末因素行业整体资金偏紧，下游买兴趋弱，截至

周五现货贴水 90-50 元/吨，贴水较上周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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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 SMM 统计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合计 184.4 万吨，环比上周四减少

4.0 万吨。截止到本周五，LME 库存总量为 111.4 万吨，较上周减少 1.4 万吨，

上期所铝库存较上周减少 0.5 万吨至 93.6 万吨，仓单库存较上周减少 1.7 万吨

至 76.5 万吨，市场去库存行情延续，但沪铝库存去化较为缓慢仍处于高位。

成本方面，据 SMM 调查显示，氧化铝价格继续偏弱，煤价偏强，6月国内电

解铝平均完全成本下降 3.6%，行业利润较前期有所改善。

上周沪铝整体呈弱势震荡走势，主要受宏观和基本面双重利空影响。成本下

移和供需基本面压力仍是当前制约铝价反弹的主要因素，叠加宏观悲观情绪影

响，预计短期铝价难以走强，仍将维持弱势震荡走势，短期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及

中美贸易摩擦的进展。

中长期来看，数据显示国内外库存继续下滑；原材料方面氧化铝价格不断下

跌并有触底迹象，成本端暂持稳对铝价形成一定的支撑；且电解铝供给侧整顿持

续推进中，违规自备电整顿，长期利多铝价。综合来看铝价大幅下行的可能性也

不大，中长线操作可以在成本位附近布局多单。

镍:

本周金川公司出货积极性尚可，上海报价全周累计下调 100 元/吨。金川俄

镍价差拉大，维持 250 元/吨左右，主要因为进口窗口偶有打开，保税区部分俄

镍进入国内，并在现货市场流通所致。成交方面，整体成交一般。主要受月末下

游企业资金紧张影响，且前期镍价回调时部分企业拿货较多，补库积极导致本周

拿货积极性减少，整体成交不如上周。

截至本周五，国内外库存继续回落，LME 库存减少 1860 吨至 27.2 万吨，上

期所库存减少 1303 吨至 22677 吨，库存仓单减少 831 吨至 26997 吨，整体下降

格局不变，库存处于较低水平。

本周受宏观利空情绪影响导致基本金属整体偏弱运行，但镍价整体表现好于

其他金属，后半周更是逆势上涨。

短期来看，供给端镍铁方面，据悉受环保“回头看”影响暂停生产的一部分

镍铁厂，已于本周三恢复，随着镍铁厂的陆续复产，后期镍铁供应偏紧的预期有

望得到改善；需求端，随着高温天气来临，不锈钢进入淡季，整体成交比较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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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镍矿来看，菲律宾方面对于此前建议关停的 27 家矿山重新审核，批准了其中

的 23 家，预计菲律宾方面镍矿出货暂无风险，且随着印尼斋月的结束，镍矿出

口恢复，总体供强需弱，矿价较难获得提振；库存方面，全球去库存的格局仍在

延续，LME 库存降至 27.2 万吨附近，上期所仓单仍保持着较快的下降速度，且

仓单本来就来到相对偏低的位置，已不足 2.3 万吨，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一个月

后就将来到 2万吨下方，随着镍仓单的进一步下降，精炼镍自我支撑逻辑更为显

著。而宏观方面，目前悲观情绪较浓，6月 PMI 数据不及预期叠加贸易战的扰动，

且随着美元走强，压制了大宗商品走势，对于后期镍价都有一定影响。短期影响

镍价走势的因素多空交织，但镍的基本面利多因素仍占优势，短期来看沪镍大概

率维持偏强震荡的走势。

中长期来看，镍的中长期逻辑不变，即绝对镍价仍然比较低，全球范围内精

炼镍供应环比增量有限，而需求则不断增加，因此镍大方向依然看涨。整体看镍

价目前进入蓄势阶段，镍基本面利多因素仍占优势，宏观因素主要影响整体基本

金属的走势，镍相对强势的格局不变，中长期操作上投资者可择时布局多单。

二、趋势建议

品种 方向 收盘价格 当前技术价位

支撑 阻力

CU1808 震荡 51660 51000 52500

AL1808 震荡 14165 14000 14600

NI1809 震荡 117680 112000 119000

注：趋势是指未来一周以上的价格判断，

其中，震荡：预计未来一周价格高点/低点相对于上周五的收盘价波动不超过 3%；

上涨/下跌：预计一周价格高点/低点相对于上周五的收盘价上涨/下跌超过 3%；

三、数据与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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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电解铜产量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2电解铜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3 保税区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7

图表 4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5 铜精废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6氧化铝价格

数据来源： CFTC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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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电解铝产量

数据来源： CFTC 大陆期货

图表 8电解铝产能

数据来源： MPOB 大陆期货

图表 9电解铝库存

数据来源： MPOB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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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电解铝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1 电解铝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2 电解铝沪伦比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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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镍矿港口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4电解镍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5镍铁产量及开工率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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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镍铁价格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7期现价差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图表 18不锈钢库存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申明 12

图表 19不锈钢价格

数据来源： WIND 大陆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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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

大陆期货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26 楼

电话：021-54071958

微信：DLQH-YJS 微博：大陆期货研究所

◈ 免责声明 ◈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且报

告并不能完全阐述出市场变动的所有影响因素，期货市场相关品种波动剧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投资风险，我们也无法就市场行情做出确定性判断，报告中的信息或提供的投资建议并不构成期

货品种买卖的依据，由于该报告编写时融入分析师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上海大陆期货公司的立场，

请谨慎参考。投资者必须认识到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我公司不承担因根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期货买卖操作而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损失，一切买卖风险自负。

另外，本报告版权仅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允许批准，本报告不得以任何形式

传送、翻版、复印、刊登、发表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予以其他任何人，或投入商业使用。如

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为上海大陆期货公司，且不得有悖本报告原意的引用、删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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