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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期理财
金属·铜

2018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二

资讯纵横

产品简介：华融期货将在每日收盘后汇
总各分析师和投顾人员对各个品种走

资讯纵横栏目是华融期货推出的信息资讯套餐系列，涵盖华融早报、
每日盘解、大盘风向标、外盘跟踪、要闻解读、焦点聚集、华期周刊
和每周一评等栏目，为客户提供最全面、最迅速、最准确的各类投资
信息，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资讯服务。

势盘解，涵盖基本面、近日盘内表现、
重大消息、后市操作建议等重要观点。

每日一评
沪铜窄幅震荡 短线交易

风险说明：本产品为投顾人员独立观
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谨供投资者参考。

市场走势
受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或不屑 G7 峰会贸易争端、坚持 6 月加息不
动摇影响沪铜指数窄幅震荡，收 54240 点，短期 54810 点附近有阻力，
52750 点附近有支撑。
周二开 54250，最高 54440,振幅 54440-54020=420
点,减仓 8648。

客户适配：适合所有客户使用，尤其
是日内短线客户，本产品汇总专项投
顾人员对于今日品种的走势分析和个
人的独立观点。

投资顾问:黄连武
电话：0898-66779454
邮箱：huanglianwu@hrfutu.com.cn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邮编：570105

CMX铜指
CMX 铜指周二截止北京时间15:25收3.2850美元/磅,期价在
3.3500美元/磅附近有阻力，短期均线组合有利于多头。CMX 铜指
日 k 线组合宽幅震荡。

***期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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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
SMM6 月 12 日讯：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贴水 60 元/吨-贴水 10 元/吨，平水铜成交价格 53350
元/吨-5343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53380 元/吨-53470 元/吨。沪期铜承压回落至 54000 元/吨下方，隔月基差
维稳于 200 元/吨，持货商维持昨日报价于贴水 60~贴水 10 元/吨，好铜可压价至贴水 20 元/吨左右收货，平水
铜未见大幅下扩贴水求成交，上午整体成交并无起色。罢工题材已无推助铜价能量，铜价再涨力量进一步减弱，
下游继续驻足观望，湿法铜贴水 130~110 元/吨，接货意愿严重缺乏，成交持续不给力，供大于求特征明显，贸
易活跃度也相应降低，供需僵持持续。

有关信息

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今日净投放 300 亿元
周二（6 月 12 日），央行进行 500 亿元 7 天、200 亿元 14 天、300 亿元 28 天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700 亿元
逆回购到期，净投放 300 亿元。
此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连续两日暂停。上周三央行超量续作 4630 亿元 MLF，均为 1 年期，中标利率 3.3%，
与上次持平，对冲当日到期的 2595 亿元 MLF 后，MLF 余额新增 2035 亿元。按逆回购口径计算，当周净回笼 3000
亿元；按包括 MLF 在内的全口径计算，当周净回笼 965 亿元。
Wind 统计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有 2400 亿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 200 亿、700 亿、
600 亿、800 亿、100 亿；无正回购和央票到期。
中证报援引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央行超量续作 MLF 后市场对短期内降准的预期降温，但央行释放逾 2000 亿
元的增量中长期流动性，有助于稳定市场对年中流动性的预期，短期资金面宽松并不意外，不过中下旬后 MPA
考核等压力将加大，短期内降准的概率不大，流动性波动也可能加剧，预计央行仍将适时适量提供流动性支持。
河北：将建立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惩治机制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河北省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实施方案》进
行解读。实施方案对今后 3 年河北省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作出部署。提出今年构建全省生
态环境监管大数据平台，大气监控指挥系统投入使用，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到 2020
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体系全面建成，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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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升集团接盘广西有色年产 30 万吨再生铜项目投资合同签约仪式
4 月 17 日晚，广西有色再生金属公司资产转让交易合同暨山东金升集团接盘广西有色年产 30 万吨再生铜项
目投资合同签约仪式，山东金升集团、中国信达广西分公司、广西有色再生金属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梧州循环
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四方代表签约，正式宣告梧州年产 30 万吨再生铜冶炼项目涅槃重生。
中国中信集团以 5.6 亿美元收购艾芬豪矿业股权
罗伯特·弗里德兰德持股的艾芬豪公司同意以 7.23 亿加元的价格出售 20％股权给中国中信后，该中国国有
企业集团将成为加拿大艾芬豪矿业的最大股东。根据收购协议，中信还将向艾芬豪公司提供 1 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该公司表示将利用这笔收益推进其在南非的矿业项目，其中包括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
必和必拓与 Spence 铜矿工人签署劳资合同 为 Escondida 谈判带来希望
工会主席罗纳德·萨尔塞多表示 Spence 铜矿已与必和必拓签署新的劳资合同，该合同包括 1350 万比索的一
次性奖金和 2%的实际工资的增长。Escondida 第一工会发言人卡洛斯·阿伦斯德斯在圣地亚哥接受采访时称“如
果必和必拓公司愿意与 Spence 达成协议，这对于目前 Escondida 的谈判来说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哈萨克矿业铜矿项目引入中国有色金属建设
哈萨克矿业宣布，中国有色金属建设与公司订立一份其向集团 Koksay 项目投资 7000 万美元的协议。7000
万美元投资后，根据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中国监管许可在内的若干先决条件，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将持有 Koksay 项
目 19.4%股份。
英国制造业产出创近六来最大跌幅
周一公布的英国 4 月制造业关键指标显著不及预期，其中，制造业产出环比创 2012 年 10 月来最大降幅，建
筑业产出同比创下自 2013 年 5 月以来最长连跌。
数据发布后，英镑应声下跌。 英镑/美元刷新日低至 1.3363，日内跌 0.3%，较稍早的英国工业产出等数据
出炉前累计跌近 70 点。
稍早的英国 4 月工业产出、制造业产出和贸易帐数据纷纷大幅不及预期。其中，制造业产出意外收缩，较
上月下跌 1.4%，环比创 2012 年 10 月来最大降幅。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英国国家统计局国民账户主管 Rob Kent-Smith 表示： 英国制造业已经连续三个月
下降，其中，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电力机械和钢铁产量下降尤为明显。国际需求继续放缓，国内市场也依然疲软。
不过，受去年年底北海 Forties 油田输油管线关闭的余波影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长强劲。
此外，英国建筑业产出同比下跌 3.3%，连跌四月，创下自 2013 年 5 月以来最长连跌。其中，私人住房部
门是唯一的亮点，上涨 6.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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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几成定局 专家：中国央行大概率加息
美联储 14 日加息几成定局，在市场普遍关注流动性是否会再度受扰动因素影响背景下，央行下一步货币操
作引人关注。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此次央行大概率跟随美联储“加息”。由于市场预期充分，且市场利率与政
策利率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利差，预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上调将波澜不惊。
事实上，我国央行“加息”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二是指以逆回购、MLF 等为代表的
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利率。最近几次央行“加息”都是上调了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利率。自 2016 年以来，除了 2017
年 6 月美联储加息，央行并未跟进以外，历次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后，央行都上调了以 OMO、MLF 等为
代表的政策利率予以跟进。
业内对于此次是否“加息”意见基本一致。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表示，加息与否需权衡考虑
目前内外部因素。“中美利差和人民币汇率是外部因素，对我国央行会否加息有一定影响。但国内经济基本面面
临一定下行压力，扩内需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主要目标，内部环境制约货币政策收紧，加息
面临的压力较大。”他进一步指出，央行可能会“加息”5BP 并结合 MLF 等公开市场操作进行流动性投放，根据
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加息”。
后市展望
受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或不屑 G7 峰会贸易争端、坚持 6 月加息不动摇影响沪铜指数窄幅震荡，收 54240 点，
短期 54810 点附近有阻力，52750 点附近有支撑。短期关注 54810 点，在其之下逢高沽空 cu1808，反之择机短多。

免责声明
本报告分析师/投资顾问在此声明，本人取得中国期货业协会授予期货从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
告。
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
到任何形式的补偿等。
本公司已在知晓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本报告仅提供给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公司会授权相关媒体刊
登研究报告，但相关媒体客户并不视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版权归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获得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书面
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传播，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该报告版权及所有相关权利。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本公司客户参考之用，不构成所述期货合约的买卖价。本报告并未考虑到客户的具体投资目
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
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可就研究报告相关问题咨询本公司的投资顾问。
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及其投资顾问认为本报告所载资料来源可靠，但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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