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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效应叠加基本面拐点预期

机构：铜市正酝酿新一轮上涨行情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今年年初，铜价、铜股涨势一度引起广

泛关注，成为领涨市场的重要板块之一。但

随后期货进入高位盘整， 相关个股也偃旗

息鼓。 而近期，在宏观面稳定及基本面改善

背景下，机构唱多铜价声音也逐渐增多。国

际投行纷纷上调铜价预期。 国内机构也认

为，铜矿产能周期下行、冶炼周期错配、全

球铜供给告急将为铜价带来强劲支撑。

机构纷纷看好铜价转强

“铜博士” 在今年年初高调回归之后

便偃旗息鼓，尤其是近期，欧元下挫提振美

元的同时，对其带来压制。但这并不妨碍市

场的乐观情绪。

日前，花旗将3个月铜价预期由6700美

元/吨上调至7000美元/吨， 并称大宗商品

二季度将再次迎来强劲表现。

无独有偶， 泰克资源也表示， 在未来

6-12个月非常看好铜走势，因为目前全球

铜供应紧张， 全球铜库存总量估计相当于

7.2天全球消费量。“2020年会真正迎来结

构性供不应求。 在中国宽松货币政策和积

极刺激政策指引下， 会对大宗商品价格形

成利好。 ”

就铜价走势来看， 国内沪铜期货在今

年1-3月走出一波多头行情之后便转入高

位震荡，目前盘整于49000元/吨上方。相比

之下，外盘伦铜表现更为强劲，伦铜主力合

约近日一度站上6608.5美元/吨，创2018年

7月以来新高。

业内人士指出，通常来看，每年第二季

度，铜市迎来消费旺季，会常常推涨价格，其

原因主要是期间恰逢中国建筑施工高峰。

三大利多加持

受中国每年用铜高峰、低谷影响，金属

铜价格波动存在一定的季节性规律。 业内

对铜价炒作在一年中通常出现在两个时

期，一个是工业生产活跃的春夏两季，即每

年的1-5月； 另一个是每年年末至次年年

初， 这个时期为国内铜下游企业备库的重

要时期，国内外资金也常常涌入铜市做多。

随着气温上升， 国内铜消费旺季来临

预期再度受到资金关注。 而与往年不同的

是， 今年铜市供需格局的变化可能为价格

带来巨大利多影响。

从产业周期角度分析，中信建投钢铁有

色团队研究指出，2016年开始铜矿增速开

启下行周期，预计到2021年才能结束。 2019

年由于新投项目不足，加上全铜矿老龄化导

致多个大型铜矿减产，可统计铜矿产量边际

增加25万吨，实际增速或不足1%，精炼铜增

速仅为1.8%，铜供给缺口明显。 本轮供给周

期下行过程中，由于矿产端和冶炼端周期错

配，全球铜精矿库存消耗迅速，矿山与冶炼

供需失去调节弹性。 进入2019年矛盾逐渐

显露，TC（粗加工费）连续下跌至冶炼厂成

本线附近，精炼铜供给紧张预期升温，铜价

正在酝酿一场突破式上涨行情。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国家相关政策

出现重大变化， 主要着力于收紧废铜进口，

2019年7类废铜彻底禁止进口至中国。 业内

认为，这一政策将对上述周期拐点带来“加

持” 作用。 中信建投钢铁有色团队研究认

为， 今年1-2月废铜进口25.11万金属吨，同

比减少27.4%，货值同比减少15%。即使来自

东南亚国家六类废铜进口数量增多，拆解产

能转移初见效果，但全年实际进口供给减量

仍会继续扩大。 精废铜价差和环保导致的

替代效应使精炼铜供给愈发紧张。 加上六

类废铜的收紧和资源化优惠政策难以无缝

对接，废铜供给中短期仍将继续收紧。

就铜价走向的关键指标———市场库存

和升贴水来看， 倍特期货策略分析师魏宏

杰、冯军表示，目前三大交易所铜库存整体

偏低。 截至4月19日， 上海交易所库存为

236734吨，继续减少，库存拐点出现。 现货

市场上货源充足，持货商换现意愿提高，市

场的供需僵持局面被打破， 现货贴水一路

下扩，下游消费疲弱，贸易商观望为主，后

市贴水下扩趋势可能还会延续。 在上述判

断下，该机构对沪铜期货短期持看多观点。

股期有望双丰收

展望后市，莫尼塔研究认为，短期铜价

表现将持续偏强。首先，供给端预计有小幅

减少，虽然罢工等扰乱事件影响已消散，但

国内冶炼厂从3月底拉开了年度检修帷幕，

供应短期应偏紧。其次，需求端预计有所恢

复。官方公布的3月制造业PMI值为50.5%，

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重回临界点以上；

中国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9万亿元，同比

多增5777亿元。 在贷款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的带动下，3月社会融资增量达2.84万亿

元，远超市场预期。 第三，LME铜近月和远

期升贴水有所回升， 表明市场对未来价格

信心有所上升。第四，目前LME、COMEX、

SHFE铜库存处于十年来历史低位。

“3月经济数据超过市场预期，有望边

际提振基本金属需求预期。” 中金公司研究

指出， 今年一季度有色板块低配幅度环比

扩大，二季度稳增长政策或继续兑现，有色

板块存在预期差修复空间。此外，2019年中

国电网投资有望同比增长20%， 利好铜消

费。 建议关注五矿资源（业绩、股价对铜价

敏感度高）、 洛阳钼业 （拥有优质铜钴资

源）和紫金矿业（铜产量有增长潜力）。

据统计，今年以来，铜概念龙头股江西

铜业、 云南铜业、 洛阳钼业涨幅分别为

18.31%、38.97%、18.35%， 总体较大盘逊

色。 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为25.26%。

中信建投钢铁有色团队研究表示，一

季度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放缓，全球

央行货币走向宽松。 国内也相继出台大幅

减税降费政策，PMI和下游开工率同步快

速回升， 与2018年对需求普遍悲观预期相

比，铜下游消费出现明显的预期差。 在紧平

衡格局下， 铜价将会走出突破式的大幅上

涨行情，预计3-4季度是上涨行情出现的重

要窗口期。建议布局纯铜矿业务标的，参与

矿山冶炼双周期共振行情， 推荐关注铜业

务占比较高的鹏欣资源、洛阳钼业。

猪周期利好未完 养殖股料再掀升势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近日，全国猪价迎来全面上涨，相关投

资板块再度获得资金青睐。分析人士指出，

本轮涨价由政策、 基本面及节假日因素共

同造成， 短期价格涨势有望延续， 长期来

看，对相关投资板块利好还未完全释放。

短期有望开启新一轮上涨行情

本周，生猪价格延续上行。 卓创资讯

数据显示，截至4月25日，河南、江苏外三

元大场出栏价均涨至16.0元/公斤左右。

“生猪检测外调手续严苛，加之南方

猪源前期大量北调，近期产区生猪存栏量

下滑，出省数量下滑，造成销区收购难度

提升，全国猪价迎来全面上涨态势。 ” 卓

创资讯生猪分析师李晶表示。

据卓创监测数据显示，下游屠宰企业

猪肉价格上涨滞后，且涨幅相对较小。 以

河南地区为例，自4月22日以来，猪肉价

格涨幅仅在1.0元/公斤-1.3元/公斤。 屠

企盈利下滑，猪价上涨阻力偏大。但江苏、

河南和山东等地缺乏外地猪源支撑，供应

缺口出现。预计随着近两日销区市场高价

缓涨后趋稳，低价产区或继续补涨。

据了解，4月3日有关部门发文强调

加工流通环节相关疫情检测， 要求猪肉

制品加工企业5月1日起开展相关病毒检

测。“此举有利于行业冻肉高库存的长期

价格风险出清（冻肉可保质一年，大部分

屠宰企业在去年12月至今年1-2月大量

收储冻肉， 以待今年下半年猪肉价格高

点售出，库存量创历史新高），利好生猪

价格长期上涨趋势的确立， 周期反转高

度以及持续时间或将超往轮。” 中泰证券

研究指出。

短期来看，该机构指出，目前“五一”

假期临近，随着猪肉消费需求恢复（目前

白条肉与终端零售猪肉价格均有小幅度

上涨），冻品库存也已逐步消化，生猪价

格短期有望开启新一轮上涨行情。

持续关注板块投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4月23日， 农业农村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3月份生猪存栏和母

猪存栏出现了“双下降” 。 其中，生猪存

栏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18.8%；母猪

存栏环比下降2.3%，同比下降21%。 下降

的幅度、速度之快，也是近十年来出现的

最大值。

就上述数据来看， 川财证券研究表

示，猪价已提前进入上涨周期，预判全年

猪肉产量会下降， 后期生猪供应会趋紧，

四季度活猪价格将会突破2016年历史高

点。 “在行业找到有效的疫苗前，缺乏资

金实力的中小养殖户复产情况不容乐观，

疫情带来的行业集中提升和市占率提升

将使得大型养殖企业率先受益。 ”

对于已大幅上涨的猪周期行情，该机

构认为，利好还未完全释放。 “生猪价格

大幅上涨模式尚未正式开启，由于现在疫

情原因，补栏情况不理想，产能持续出清，

预计本轮价格涨幅较大，时长较长。 ”

该机构还分析，猪肉缺口有望影响居

民消费结构，肉鸡需求将使行业景气度持

续。 鸡肉对猪肉具备一定的替代性，且禽

链终端消费较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鸡

苗价格。 随着市场缺肉情况严重，鸡苗价

格有望创新高。

油价升破75美元

石油石化板块有望受益

□

本报记者 马爽

在本轮大宗商品上涨行情中，原油表现尤为

亮眼。 2018年12月下旬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主

力合约累计涨幅超50%；同期，国内能源类期货

品种紧随其后，A股石油石化板块表现则稍显逊

色。 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地缘局势因素将减少原

油供给，页岩油投资下降将减少今年页岩油产量

增速，若OPEC减产量能够得到维持，后市油价有

望继续抬升，进而可能为相关个股带来提振。

期强股弱

国际原油期货自2018年12月下旬开启反

弹以来，便踏上单边上涨的旅途。文华财经数据

显示，4月25日，截至记者发稿，布伦特原油期

货主力合约最高至75.59美元/桶， 较2018年12

月26日低点50.22美元/桶累计上涨50.52%；同

期，NYMEX原油主力合约区间累计最大涨幅

为57.22%。

国内能源类期货品种表现紧随其后。 自去

年12月下旬低点以来，国内原油、燃料油、沥青

期货主力合约区间累计最大涨幅分别为

40.81%、33.16%、44.92%。

相比之下，A股方面， 石油石化指数涨幅并

不理想。 Wind数据显示，石油石化指数（中信）

自1月3日低点触底回升，4月8日上探至阶段高

点， 区间最大涨幅达31.57%， 此后维持震荡调

整， 截至4月25日收盘， 自低点以来累计上涨

21.83%；而上证综指今年以来累计上涨25.26%。

川财证券能源行业分析师杨欧雯表示，受

EIA（美国能源信息署）原油库存减少以及美国

石油钻机数减少推动， 近期布伦特及NYMEX

原油价格均出现上行。 此外，斯伦贝谢在一季报

中判断，因投资成本上升以及技术进步放缓，北

美勘探开发投资将在2019年下降10%， 而今年

北美钻机数多次下滑也印证了这一逻辑。

油价仍存上行动力

作为能源产业链的顶端，原油价格牵一发而

动全身。通常情况下，油价上涨会带动下游相关产

业基础油、添加剂价格、物流运输费等水涨船高。

Wind数据显示，在中油石化指数（中信）

包含的成分股中， 今年以来， 国际实业涨幅最

大，达156.16%，是板块中唯一涨幅超一倍的股

票；洲际油气、卫星石化、茂化实华、天科股份、

桐昆股份、石化油服、新潮能源、三联虹普涨幅

维持在90%-50%区间。

据杨欧雯介绍，斯伦贝谢在一季报中判断，

因投资成本上升以及技术进步放缓， 北美勘探

开发投资将在2019年下降10%，而今年北美钻

机数多次下滑也印证了这一逻辑。

“若后期油价走高， 页岩油增量也将受上

述两原因影响，产量增速或滞后于前几年增速。

此外，美国豁免伊朗能源出口的期限临近，印度

已暂缓订购5月份伊朗原油， 预计其他得到豁

免的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出现此类现象。 短期地

缘局势因素将减少原油供给， 页岩油投资下降

将减少今年页岩油产量增速， 若OPEC减产量

能够得到维持， 油价将受多因素影响出现抬

升。 ” 杨欧雯表示。

除基本面因素之外， 中信建投期货能源化

工首席分析师李彦杰表示， 国内工业增加值与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 经济呈现回暖也利好

大宗商品。整体来看，目前宏观面与油市基本面

均向好，预计短期油价或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

指数股（ETF）讲堂

美国商品期货ETF市场三大特点

□

锐客

商品期货ETF是商品ETF重要组成

部分，商品ETF基础资产可为商品实物合

约或商品期货合约，而商品期货ETF的基

础资产仅为商品期货合约。 具体而言，商

品期货ETF是指以持有商品期货合约为

投资策略并跟踪商品期货价格走势的交

易型开放式基金。 美国第一只商品ETF诞

生于2004年11月， 名称为SPDR� Gold�

Shares（股票代码：GLD）。GLD由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管理，跟踪黄金

价格走势， 管理人持有黄金实物合约。

GLD在发行初期就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并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迅速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ETF之一。 美国市场第一只商品期

货ETF是2006年2月3日挂牌的Invesco�

DB� Commodity� Index� Tracking�

Fund（股票代号：DBC）。 DBC在美国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管理费用为0.85%。

DBC专为希望以低成本和便捷的方式投

资商品期货的投资者而设计，基础资产由

能源、贵金属、农产品等多领域的14种交

易活跃的商品期货合约组成，主要包括原

油、 黄金、 玉米等， 能源类期货权重超

50%。 目前，美国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商品

期货ETF是 Invesco� Optimum� Yield�

Diversified� Commodity� Strategy� No�

K-1� ETF（股票代码：PDBC），截至2018

年底，PDBC规模超18亿美元。 PDBC是主

动管理型的商品期货ETF，通过持有商品

期货、互换等金融工具，希望获得超越标

的指数的表现。 PDBC同样持有包括贵金

属、能源等多领域的14种世界上交易量最

大的实物商品的期货合约。

由于大宗商品与传统股票和债券相

关性较低，商品期货ETF可作为良好的资

产配置工具用于分散风险。经过十多年发

展， 美国商品期货ETF市场已较为成熟，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品种丰富。 就基础资产类别看，

目前美国市场已形成涵盖贵金属 （如黄

金、白银、铂金）、农产品（如小麦、糖、玉

米、大豆）和能源（原油、天然气、汽油）

为代表的产品体系。 就篮子组成类型看，

为满足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美国商品期

货ETF包括单商品型产品和多商品型产

品。单商品型产品仅跟踪一种商品期货价

格走势， 例如Teucrium� Wheat� Fund

（股票代码：WEAT），WEAT的管理人通

过持有小麦期货跟踪小麦价格走势。 多商

品型产品则跟踪一篮子商品价格走势，例

如Invesco� DB� Agriculture� Fund

（股票代码：DBA），DBA的管理人

通过持有多种农产品期货合约跟踪

一篮子商品价格走势。 能源和农产品

等商品由于仓储成本较大，容易损耗，

跟踪这些产品价格走势的ETF通常通

过期货合约间接进行投资。 从规模分

布来看，宽基指数和能源类的占主导，

能源中以原油为标的占主导。

二是散户参与度较高。 2018年，

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美国ETF总资产

占比超60%，美国市场是一个由机构

主导的市场。而商品期货ETF投资则

多数为散户。 具体来看，机构投资者

持有美国商品期货ETF资产占比低

于50%， 低于美国ETF市场整体水

平。 在许多商品期货ETF类别中，机

构投资者持仓比甚至低于20%。相对

于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更偏向于

具有杠杆属性的商品期货ETF，投资

这类产品的散户比例接近90%。

三是产品多具有杠杆或反向属性。 杠

杆或反向属性指管理人通过特定的投资策

略跟踪标的商品期货合约价格变动的倍数

或与标的商品期货合约价格变动相反。 以

ProShares� Ul-traPro� 3x� Short� Crude�

Oil� ETF（股票代码：OILU）为例，这个产

品同时具备杠杆（3倍）和反向（-1倍）属

性，当标的资产原油期货合约价格上升10%

时，OILU收益理论上应该为-30%。从美国

整体商品期货ETF情况来看， 除早期成立

的商品期货ETF为1倍正向外，后期成立的

商品期货ETF多具备杠杆属性。 具体来看，

2倍杠杆与3倍杠杆的商品期货ETF在数量

和规模上均占据主流，其中，具有反向属性

的商品期货ETF占据近一半。

■

记者观察

美元抬头 大类资产将各自为营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美联储在今年

1

月的议息

会议上释放了明显的 “鸽派”

信号，使得美元指数自去年

12

月下旬以来的跌势得以延续。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今年

2

月以来，尽管美联储并未改变

“鸽派” 取向， 但美元却悄然

“抬头”。 截至发稿，美元指数

保持在

98

之上，并刷新

2017

年

5

月以来的高位。

那么， 随着美元 “逆逻

辑”走强，接下来大类资产将

有何表现？

对于美国股市而言，只要

美元不出现大幅波动，其将大

概率维持涨势。 值得注意的

是，美元走强的内因是美国经

济暂时并未出现预想中的衰

退，因此美联储“事实上”放松

货币政策的动力已大为减弱。

回暖的经济对美国股市同样

构成利好， 近期美国就业、零

售等数据均明显向好，此前由

于收益率曲线倒挂所引发的

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大幅减弱。

此外， 美股财报季开局良好，

约

20%

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已

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

80%

企业的盈利高于市场预

期，此前市场悲观预测的整体

盈利衰退可能并不会发生，特

别是银行业在第一季度财报

表现不俗，证明美国金融体系

仍相当健康。 因此，美股在短

暂回调后又重新开始刷新新

高的征程，大量资金重新购入

美国市场相关资产。

对于中国

A

股而言，美元

走强本身带来的直接影响或

有限，但需要警惕短期突然大

涨可能暂时对于投资者心理

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货币而言，

美元“抬头”带来的关键词将

是“分化”。面对美元近来的强

势， 人民币表现相对坚挺，已

成为非美货币中的一股清流。

与许多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也

相当充足，且在政策层面具有

很大的空间，能够保证人民币

汇率相对稳定。 因此，即使美

元反弹趋势持续，人民币保持

稳中有升仍为大概率事件。

然而，一些基本面脆弱的

新兴经济体货币却并不乐观，

这些国家往往面临着外汇储

备不足、贸易长期逆差、通货

膨胀严重、资本大幅流出的困

境，其中每一个都不是能够在

短期内得到解决的。如果美元

重现强势，它们的货币往往最

先受到冲击，且随后不久风险

还将蔓延至股市和债市，因此

投资者需要规避相关风险。

对于大宗商品而言，美元

走强的潜在影响要小于新兴市

场货币， 不少大宗商品受到供

需以及政策面的影响已远超美

元。以原油为例，由于主要产油

国减产持续， 且已对供需层面

发生影响作用， 纽约原油期价

今年以来累计上涨

44%

， 特别

是自

2

月美元反弹以来，油价涨

势不仅没有放缓，还出现加速。

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能否从

消息面上寻觅未来可能供不应

求的商品变得至关重要。

BDI止跌反弹 航运股行情可期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最新数据显示，4月 24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

（BDI） 收 涨 3.53% 至 850

点， 已连续六个交易日上

涨。 如果从4月初的672点计

算， 至今BDI指数已累计反

弹26.49%。

业内人士指出，BDI指数

衡量的是铁矿石、水泥、谷物、

煤炭和化肥等资源的运输费

用，它的持续上升意味着国际

大宗商品贸易的运输成本上

升。若该指数止跌反弹的趋势

能持续，航运股所面临的压力

也将缓解。

利空因素减弱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从去

年7月开始，BDI指数持续走

软， 从1774点的高位一路下

行至今年2月的595点， 累计

下跌66.46%， 随后开始震荡

走势。 业内专家指出，这一轮

BDI指数持续下跌主要是受

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各界对

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

速预期比较悲观，许多行业也

出现不景气征兆，增长转弱趋

势较为明显；二是国际原油价

格大幅回落后，大宗商品价格

面临调整压力以及国际贸易

活动减弱。

然而，近期这两大因素都

有所减弱。 首先，全球不少经

济体出现经济回暖迹象，多项

主要数据指标好于预期，因此

货物需求有望持续上涨。 其

次，受到产油国减产等因素支

撑，国际原油价格今年开始持

续上涨，国际贸易紧张局势也

出现缓和。

波罗的海交易所在最新

的干散货市场的报告中指出，

尽管目前货物仍并不算充裕，

但足以推动运价上涨。目前两

大洋市场需求增加，带动海岬

型及巴拿马型两大船舶运输

活动增温，加之近期巴西铁矿

石生产商淡水河谷表示，将恢

复Brucutu矿运营，涉及产能

3000万吨， 最终导致租赁运

价上涨。

兴业证券分析师吉理表

示，根据历史数据，受春节假

期影响， 一般来说，1、2月份

BDI指数均值处于全年低点，

节后开工后首先是恢复对原

材料的采购， 因此3月份BDI

指数会有明显提升。

有望缓解航运板块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BDI指数

反弹过程中，一般也是国际贸

易活动增强、大宗商品价格震

荡上涨阶段，有助于缓解航运

企业所面临的压力。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 ， 海 运 指 数 累 计 上 涨

28.49%，而同期，上证综指、

深成指、沪深300指数累计分

别 上 涨 25.26% 、36.85% 、

30.93%， 可见航运股表现并

不占优势。

市场分析师表示，今年第

一季度我国外贸数据表现良

好。此外，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从欧洲到非洲，我国与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

口建立了航线联系，海运服务

覆盖所有沿线国家。叠加国内

减税降费举措，将为广大进出

口企业及海淘、跨境电商等带

来更多实惠，对外贸发展形成

实质利好，因此部分航运股也

值得关注。

在Wind海运指数覆盖

的成分股中，中远海发、中远

海能、中远海控、宁波海运、

招商轮船今年以来涨幅位居

前五位， 累计涨幅分别为

46.05% 、44.37% 、39.36% 、

35.91%、30.08%。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88.36 989.81 980.99 982.04 -7.8 986.24

易盛农基指数

1273.01 1273.01 1262.92 1264.08 -7.88 1269.6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5.05 85.14 -0.1 -0.11

商品期货指数

998.34 996.2 1003.21 996.1 997.25 -1.05 -0.1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34.17 829.26 834.84 828.77 834.23 -4.97 -0.6

油脂期货指数

447.25 446.18 447.81 445.35 446.6 -0.42 -0.09

粮食期货指数

1226.43 1225.52 1228.51 1223.39 1226.46 -0.94 -0.08

软商品期货指数

811.02 806.61 811.77 805.91 811.93 -5.32 -0.66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75.84 1075.46 1083.51 1074.65 1074.38 1.08 0.1

能化期货指数

693.61 694.15 696.96 690.73 692.32 1.83 0.26

钢铁期货指数

1256.21 1250.38 1270.29 1250.38 1256.29 -5.91 -0.47

建材期货指数

1079.48 1078.31 1091.77 1078.18 1080.04 -1.73 -0.16

名称

4月25日

收盘价

4月25日

涨跌幅

今年以来

涨跌幅

上证综指

3123.83

点

-2.43% 25.26%

沪铜期货主力合约

49180

元

/

吨

0.41% 2.18%

江西铜业

15.57

元

-4.13% 18.31%

云南铜业

11.02

元

-5% 38.97%

紫金矿业

3.39

元

-2.87% 1.50%

西部矿业

6.1

元

-3.17% 4.81%

铜陵有色

2.5

元

-4.21% 26.90%

楚江新材

6.16

元

-4.35% 33.05%

众源新材

12.28

元

-5.10% 18.42%

白银有色

4.45

元

-5.52% 50.85%

今年以来部分铜股、铜价、

上证综指涨跌幅一览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