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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2019 年以来，铜市场触底反弹，持续上扬，其中 LME 铜价S
u
从 5725 的阶段性低点涨至最新的 6477 美元，涨幅 13.1%。
我们认为铜价已经确认近年来的重要底部，开启上涨时间m
m
窗口，配置机会凸显。
a
 2018 年年初市场集中看好铜市场，但 6 月以来铜价从 7300r
美元最高一路跌回 5725 美元，跌幅高达 22%，发生了预期y
]
和基本面的错配。

当前铜市与 2018 年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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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总家数

50

总股本(亿股)

1090.61

销售收入(亿元)

7255.06

利润总额(亿元)

195.01

行业平均 PE

52.07

平均股价(元)

7.64

行业相对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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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铜市场与 2018 年有显著的四大差异。一是价格水
平差异，二是库存差异，三是铜矿市场宽松度的差异，四
是需求和预期转化方向差异。



基于以上差异，我们坚定看好铜价和相关标的。从基本面
的理由，我们认为铜价将迎来持续三年的上涨，两年内将
有 50%幅度的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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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价触底回升
2019 年以来，铜市场触底反弹，持续上扬，其中 lme 铜价从 5725
的阶段性低点涨至最新的 6477 美元，涨幅 13.1%。我们认为铜价已经
确认近年来的重要底部，开启上涨时间窗口，配置机会凸显。
图表1： LME 铜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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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2 当前铜市场与 2018 年的显著差异
2.1 矿端增量差异
2018 年年初，市场看好铜行业的核心理由是铜矿产能增速放缓叠
加罢工预期。但从我们长期跟踪铜精矿市场的经验来判断，2018 年，
特别时上半年，铜矿供应显著过剩板上钉钉。
简单测算，2018 年铜矿增量同比至少在 70 万吨以上，且上半年
的过剩会非常显著。（扩产罢工的基数效应主要发生在上半年，按一
千万矿供需体量粗算，影响至少在 7%以上）
2017 年一季度，铜矿企业发生历史罕见的集中产量损失，智利
Escondida 铜矿罢工，
印尼 Grasberg 铜矿受限出口生产停摆，秘鲁 Cerro
Verde 铜矿罢工。之所以说其是“历史性”
，在于产量损失的两个特点，
一是受损均为主力矿山，均为当年全球铜矿产量最高前五的大矿山，
是智利，秘鲁，印尼三国的代表性铜矿；二是持续时间均超预期，其
中 Cerro Verde 铜矿罢工三周，Escondida 罢工 44 天（几乎为历史罢工
时间最长）
，Grasberg 罢工加停产，影响时间近两个月。估算 2017 年
罢工损失至少在 50 万吨，
而这些量在 2018 年均得到恢复，
且 Escondida
在 17 年底完成选矿厂扩建，产能在 2018 年提升近 20 万吨/年。
这种过剩可以通过现货加工费进行验证。2018 年铜矿加工费呈现
全年上扬的走势。而 2019 年 2 月下旬，最新的铜精矿进口干净矿 TC
现货 TC 报 75-80 美元/吨，现货铜精矿 TC 已经基本回落至 2019 年铜
精矿长单加工费 80.8 美元/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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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加工费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2.2 精铜库存差异
2018 年上半年，由于市场预期与实际供需的错配，全球铜显性库
存出现显著飙升，逼近 2013 年的前历史高点。但从 2018 年二季度开
始，供需平衡逆转带来库存的快速去化。
图表3： 全球库存变化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截至 12 月中旬，全球三大交易所库存总量仅为 36.3 万吨，较 3
月末的年初高点 92.3 万吨降幅高达 60.7%，上次库存处于这样的低水
平要追溯到四年前。年初库存有所反弹，但较之去年同期仍有 50 万
吨水平的下降，占全球供需体量的 2%水平。
2.3 价格水平差异
我们一般在谈论供需水平时，一般将价格和供需剥离判断。从方
法论来说，只是分离变量，简化分析的思维，但实际上价格对于供需
的影响不言而喻。
2018 年 6 月以来，铜价一度从 7300 美元阶段高位崩跌至 5700 美
元一线，国内 55000 元最低跌至 47500 元一线。以国内某铜矿 4 万采
矿成本计算，单吨利润从 27.3%降至 15.8%，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
冶炼商和中间贸易环节由于价格下降，更倾向于降低产量以减少被动
研究源于数据 3 研究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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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废铜供应而言，废铜价格跟随铜价下挫，回收利润率也相应下
降。下游在低价环境中，采购成本下降，毛利提升，更倾向于加大生
产，给价格一个向上的动力。
2.4 需求、流动性和预期差异
2018 年全年美国加息四次，全球流动性受到抑制，我们看到非美
货币大面积下行。国内面临着汇率破 7 和需求、就业稳定的两大挑战，
叠加自身调结构、去杠杆，市场情绪极度低迷。3 月 23 日美国挑起贸
易战，市场开始逐步消化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全球贸易环
境更是急转直下，日韩，欧洲等典型外向型经济体 pmi 全年下挫。在
这样的环境下，铜作为风险资产遭遇抛售。
但在 2019 年年初，我们看到美国加息预期急剧扭转，且预期年
内结束缩表。在这样的环境下，非美压力缓解，中国年初开启降准；
印度央行降息并迎来卢比连续上扬……此外贸易战缓解的预期逐步
升温，市场的 risk on 模式有望重新开启。

附：2018 年上半年市场集中看好铜价
2018 年年初市场集中看好铜市场，假设需求平稳，供应紧张，主
要依据是矿端增量有限。但 2018 年 6 月以来铜价从 7300 美元最高一
路跌回 5725 美元，跌幅高达 22%，发生了预期和基本面的错配。我们
作为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谨慎派，在 2018 年 4 月末指出，铜市场处于
供应过剩的状态，且下调年度均价预测，预期铜价波动区间在
47500-55000 元。
图表4： 2018 年初铜锚定系列报告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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