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客服产品系列•日评

华期理财
2020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金属·铜

资讯纵横

产品简介：华融期货将在周五收盘后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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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盘内表现、
重大消息、后市操作建议等重要观点。

每日一评
风险说明：本产品为投顾人员独立观

沪铜窄幅震荡 短线交易

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谨供投资者参考。

市场走势
受欧元区 12 月工业产出月率 -2.1%前值 0.2%影响沪铜主力合
约窄幅震荡，收 45850 点，短期 45090 点附近有支撑。周四开 45720,
最高 45990 点,上涨 0.22%,振幅 45990-45720=270 点,增仓 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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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邮编：570105

CMX铜指
CMX 铜指周四截止北京时间15:17分收2.5990美元/磅,短期期
价在2.5200附近有支撑，短期均线组合有利于多头。CMX 铜指日 k
线组合震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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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
SMM 2 月 13 日讯：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贴水 60~贴水 30 元/吨，平水铜成交价格 45450 元/吨
~45530 元/吨，升水铜成交价格 45470 元/吨~45550 元/吨。沪期铜表现上下两难，当月合约依然围绕 45500 元/
吨一线宽幅震荡，隔月价差在 130 元/吨左右，现货市场，在交割前继续缩窄贴水，平水铜贴水 60-50 元/吨，好
铜贴水 40-30 元/吨，湿法铜货源稀少，虽然少有下游入市，但贴水缩窄明显，今天与平水铜价差仅在 50-70 元/
吨区间。下游买盘依然无法提高，贸易商的交投延续昨日对交割产品的询价，目前可交割的贵溪铜货紧价高，金
川因受限于交割的因素，可流通货源充裕，平水铜可交割的以祥光鲁方为代表的产品贴水缩窄明显，ISA 之类的
产品可低价至贴水 70-80 元/吨，仓单流通相对受人青睐。交割仅剩两个交易日，贴水或还能继续缓慢试探性缩
窄，但整体交投活跃度难有实质性提高。[上海有色网]

有关信息

央行继续暂停逆回购 今日无逆回购到期
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人民银行 13 日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
作。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实现零投放零回笼。这是本周人民银行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暂停逆回购。
逆回购投放减量，使得资金利率出现企稳回升。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来看，7 天 Shibor
回升 6.1 个基点，处在 1 月份最低位水平，DR007 加权平均利率升至 2.21%水平，其他期限利率依旧下行。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回调逾 50 点
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张骄）2 月 13 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回调逾 50 点，与此同时，离岸
人民币对美元较日内低点有所反弹，逼近 6.98 关口。截至 9 点 38 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 6.9780、
6.9805。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 67 个基点，报 6.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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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源认为，本周，随着市场的恐慌情绪逐渐修复，在、离岸人民币汇率又重
新返回 6.9 区间，呈现出先跌后涨的态势。前期，疫情蔓延所引发的人民币短期贬值具有其市场情绪反应的合理
性，这种超期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化程度的体现。后期，由于政府调控措施及时到位，疫情对汇率所带来的
负面外溢效应较为有限，由此市场情绪恢复带动人民币汇率逐渐回升。
短期看，他认为，鉴于政府目前政策工具较为充足，逆周期调节政策或提前加码，预计此次疫情不会对 2020
年中国宏观经济企稳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仍将维持有升有贬、双向小幅波动的态势。
发改委：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产
来源：中国网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
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
欧晓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在防控期间，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很严格的限制人员进出措施。比如，有的地方还
对企业的复工复产采取了报备制度，有的设置了前置审批条件，甚至还有个别地方出现了拘留提前复工企业负责
人的情况。这些做法是不符合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中央精神的。此风不可涨。将严格制
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
发布会中还指出：从全国情况看，除湖北外的各省（区、市）正在逐步复工复产，特别是关键医疗物资、能
源、粮食、交通物流等重点领域企业均已陆续开工。
据全国 22 个重点省份 2 月 10 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大家关心的口罩企业的复工率已经超过 76%，防护服企业
的复工率为 77%，全国重点监测的粮食生产、加工企业复工率为 94.6%，煤矿复产率 57.8%，电力、天然气和成
品油供应充足，民航、铁路、水运运输网络正常运营。[上海有色网]
2 月 13 日广东铜现货行情快报：临近换月基差继续向好，持货商开始挺价惜售
来源：SMM
SMM 2 月 13 日讯：今日广东 1#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贴水 30~升水 40，湿法铜报贴水 100~贴水 90。1#
电解铜均价为 45550 元/吨涨 85 元/吨，湿法铜均价为 45450 元/吨涨 70 元。现货方面，市场上询价氛围仍较活
跃，早上持货商集中报平水铜贴水 20，好铜升水 40，临近换月隔月合约价差扩大至 200 元上方，挺价惜售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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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而贸易商欲更大贴水收货，双方僵持成交不畅。有大户为追求成交，平水铜报贴水 30 元/吨出货，日内整
体平水铜贴水重心略微下降，但较昨日上升 10 元左右。好铜亦在换月前升水相应小幅上扬 20 元/吨。总体来看，
基差维持较好，持货商若资金压力较小，报价则会相对坚挺或持货等待换月， 接货者低价收货不易，交投情况
较昨日稍弱。
2019 年下半年 Newcrest 黄金产量同比降 12% 铜产量同比增 21%
来源：SMM 编译
SMM2 月 13 日讯：澳大利亚领先的金矿开采公司 Newcrest Mining Limited 去年下半年黄金产量下降 12%至
1,062,751 盅司，铜产量同比上升 21%，至 62,468 吨。但是公司总经理对 2020 财年上半年业绩充满信心，报告
期间，该公司实际利润(underlying profit)同比增长 18%。
2019 年下半年，Telfer 矿区的黄金产量同比下降 15%，主因碾磨矿石量下降 32%。但是回收率却上涨了 4%。
此外，2019 年下半年 Newcrest 在新南威尔士 Cadia 矿区产出 411,452 盅司黄金，同比下降 9%。主因矿石品
位和矿石开采量均下滑 5%。
鲍威尔参众两院证词均乐观看待经济 强化美联储维稳预期
来源：汇通网
美联储主席在参众两院发表的国会证词基调类似，均对美国经济前景抱乐观态度，称现在还无法判断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是否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此外费城联储主席哈克也重申美联储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利率不变，二
者的言论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维稳的预期，周三美元指数刷新去年 10 月 10 日以来高点至 99.05，收涨 0.23%至
99 关口附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2 月 12 日)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听证会上许多提问集中于劳动参与率问题，
称我们会竭尽所能延续劳动参与率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利率将在更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位。
鲍威尔对美国经济前景抱乐观态度。他表示，随着美国与中国 、加拿大 、墨西哥贸易协议的达成，贸易不
确定性在近期有所减少，经济增长有上行潜力。
与此同时，鲍威尔承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经济带来潜在下行风险，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
鲍威尔称，美联储与中国央行保持联系，但现在还无法判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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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有关美联储是否准备好应对下一次经济滑坡时，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可能必须依靠上次使用的新工
具，比如量化宽松措施和前瞻指引，其重申财政政策制定者必须跟进并施以援手。[上海有色网]

后市展望
受欧元区 12 月工业产出月率 -2.1%前值 0.2%影响沪铜主力合约窄幅震荡，收 45850 点，短期 45090 点附近
有支撑。短期关注 45090 点，在其之上逢低做多 cu2004，反之则寻机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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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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