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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铜
2019 年3月SMM中国电解铜产

量为75.11万吨，环比增长4.38%，同比
增长5.28%；一季度累计产量为220.69
万吨，累计增幅4.17%。

3月产量增长幅度不如2月预期，主
因去年四季度投产的中铝东南铜业尚未
达产，此外3月小部分炼厂表示销售压
力颇大，生产稍稍有所放缓。从SMM
调研来看，多数中小型冶炼厂对于快速
下滑的现货铜精矿TC表示担忧，但尚
未发现有炼厂提及将对生产有所影响。
此外硫酸价格较好，稍能抵抗铜精矿TC
下滑所带来的风险。在运行的再生铜冶
炼厂表示废铜原料供给稳定，预计四月
份产量维持正常。但普遍对“六类”转限
后的进口废铜供给表示担忧，预期6月
份开始产量就将受到影响。

进入4月，多数冶炼厂将有检修计
划，如新疆五鑫、东营方圆、广西金川、豫
光金铅、阳谷祥光、恒邦股份、金隆铜业
等，对4月总体产量影响较大；广西南国
铜业4月中旬开始投料生产，4月难有产
出。从各家排产看，SMM预计4月中国
电解铜产量为68.79万吨，环比大幅减
少8.41%，同比减少6.76%；1-4月份累

计产量为289.48万吨，累计增幅降至
1.35%。

电解铝
3月全国电解铝产量298.1万吨，

同比减少1.5%，截止至3月末国内电解
铝运行产能规模为3597万吨，较去年
同期减少约43万吨。2019年第一季度
国内电解铝减产规模超50万吨，同期
新增和复产产能规模受铝价低迷影响，
相对缓慢。SMM统计今年第一季度，
国内电解铝累积产量863.3万吨，同比
减少1.2%。2019年3月，国内电解铝
实际消费量 305.7 万吨，同比增加
4.9%，结束前两个月消费负增长的局
面。进入4月以后，随着成本压缩以及
铝价复苏等因素影响，广西、云南等省
部分新增产能缓慢增加，预计4月国内
电解铝总产量为290万吨，单月实际消
费量为305.8万吨，同比增加2.5%，4月
末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有望下降至
153万吨附近。

原生铅
2019 年 3 月全国原生铅产量为

25.77万吨，环比上升14.48%，同比上升
5.83%。2019年1-3月原生铅产量在
75.68万吨，同比上升7.34%。

据SMM调研，除了河南新凌进入
检修，其他冶炼企业则因春节影响结束，
以及3月正常工作日增加，原生铅冶炼
企业产量普遍上升；此外，湖南宇腾、银
星等检修后恢复，原生铅产量全面恢复，
基本符合上期报告预期。

另相较于2018年3月，今年3月原
生铅产量明显上升，主要因素在于2018
年3月原生铅冶炼企业集中检修，如豫
光、万洋、南方、江铜、恒邦等，检修时间
20-45天不等。此外，如河南地区因重
污染天气影响，部分炼厂生产受限。

展望4月，多数原生铅冶炼企业保
持正常生产，预计产量与3月基本持平；
而期间，安徽铜冠、云南驰宏，赤峰山金
银铅等陆续进入检修，河南新凌检修结
束，故SMM预计4月原生铅产量小幅
下降至25.6万吨。

精炼锌
2019年3月SMM中国精炼锌产量

45.21万吨，环比增加7.55%，同比增加
1.39%。SMM调研样本产能608.5万
吨。

3月份，春节放假归来，锌精矿加工
费仍有小幅提升，炼厂利润进一步增加，
刺激生产积极性。而3月，炼厂生产天

数较2月份亦有增加，部分企业因生产
天数增加影响，产量录得明显提高，贡献
3月较多增量。同时，湖南湘西部分企
业节后恢复生产，产量亦有增加。虽部
分企业小规模检修，但影响整体不大，产
量上环比增加明显。

4月份，虽株洲冶炼新产能进一
步小幅释放，四环锌锗检修结束产量
提高，但驰宏锌锗、白银有色等进入
检修状态，抵消产量增幅。根据4月
份炼厂排产计划，预计4月国内精炼
锌产量较 3月份环比下降 1900 吨至
45.02 万吨，同比增加 1.26%，环比减
少0.41%。

精炼锡
3月精炼锡产量12067吨，环比较2

月增加26.2%。3月大部分因春节因素
影响产量的冶炼厂正常恢复生产，因此
总产量出现显著回升。华锡来宾冶炼厂
3月仍处于停产状态下，预计4月开始恢
复生产。此外云南、江西地区少数冶炼
厂目前由于设备检修等原因也处于停产
状态，对部分产量构成影响。由于4月
华锡复产，预计4月锡锭产量将达到
12800吨左右。

上海有色网

SMM中国基本金属3月产量数据发布
4 月 7日消息，全球铜生产商齐

聚智利开会。目前供应趋紧正提振
铜价，尽管整个行业在疲于应对矿
石质量下滑、项目延期和对中美贸
易战可能冲击长期需求的忧虑等因
素。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但受到电动
汽车生产繁荣的预期影响，未来十
年该行业仍有望持续增长。混合动
力汽车中铜的使用量达到传统内燃
机车的两倍，而纯电动汽车中铜的
使用量将达到传统燃油车的四倍，
这将为全球铜的需求带来巨大的刺
激。

上百名投资者、企业高管、分析
师及监管者将齐聚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参加年度的全球铜业会议。

咨询机构 Wood Mackenzie 的
铜市场分析师 Eleni Joannides 表
示：“从一列的预期来看，当前铜市
供应紧俏，预计 2019 年铜市供应相
较去年进一步收紧。”

1 月以来相对乐观的大宗商品
价格已经推动美国自由港麦克默伦
铜金矿公司（Freeport-McMoRan

Inc）、Antofagasta Plc、必和必拓及
英美资源集团等生产商走出阴霾，
但他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在地缘政
治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寻找高品
质资产。

根据对30位分析师所作的调查显
示，今年LME现货铜均价料为每吨6,
397美元，略低于周五的每吨6,437美
元。

Jefferies 的矿业分析师 Chris-
topher LaFemina 表示：“我认为铜
市将会进入牛市。”

分析师表示，今年铜市缺少新供
应且需求稳定，将会导致市场供应
微幅短缺并支撑价格。

该行业将会有新供应涌现，但尚
需时日。

Freeport 将其旗下印尼 Gras-
berg 矿场 2019 年铜产量预估调降
逾一半，因印尼 Grasberg 项目开采
工作将由露天转入地下。

不过，Freeport、必和必拓、Ne-
vada Copper Corp 以及其他矿商
将会斥资逾11亿美元在美国开发新
的铜项目。 文华财经

全球铜生产商齐聚智利

4月3日，西部矿业玉龙铜矿改扩
建工程全面开工，标志着玉龙铜矿开启
了腾飞发展的新篇章，西部矿业步入

“二次创业再铸辉煌”关键时期，再造一
个“新西矿”将成为现实，更为续写藏青
友谊，促进合作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部矿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
永利致辞并宣布全面开工，昌都市副市
长赵明，玉龙铜业党委书记、董事长青
岩，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陆志方以及参建单位负责人
作表态发言，昌都市相关部门及卡若
区、江达县相关领导参加开工典礼。

张永利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西部
矿业发展、推进玉龙铜矿改扩建顺利实
施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各级党委政府和
有关单位，以及为项目开工付出辛勤努
力的建设者们表示衷心感谢。

张永利指出，近年来，公司将玉龙
铜矿改扩建工程纳入重点工作计划，精
心准备，科学论证，成功实施“123”战
略，为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
基础。改扩建项目全面启动建设，开工
就是动员令，西部矿业有责任、更有信
心把增进青藏两地友谊、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的这个工程建设好、管理好、经营
好。

张永利表示，要始终坚持生态保护
优先理念，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按
照项目规划和工期安排，充分发挥自身
经验优势，科学组织，精细管理，确保项
目按期建成投产并实现一次性达产达
标，切实发挥项目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助推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向各级
政府、各级领导和全体股东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赵明代表昌都市委市政府对玉龙
铜矿改扩建工程正式开工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玉龙铜矿将迎来非常好的发
展机遇，昌都市委市政府会为改扩建工
程建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西部
矿业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各参建单位的
共同努力，坚持绿色发展，把好安全关、
环保管、质量关，构建和谐稳定的施工
环境，将玉龙铜业打造为昌都经济的龙
头企业，为昌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做
出新贡献。

陆志方代表承建单位致辞，他表
示，中国恩菲作为项目的设计单位和年
产1800万吨选矿厂工程的总承包单

位，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以项目
开工为新起点，中国恩菲将全面启动

“世界一流铜产业基地”的建设工作，充
分发挥自身“有色矿冶国家队”的工程
积累、技术积淀和人才优势，迎接高原
建设的各项挑战，以高技术、高质量、高
标准，为高原矿业资源开发，树立新的
典范，打造精品工程、世纪工程。

玉龙铜矿改扩建工程是国家工信
部有色行业规划重点项目，是西藏自治
区“十三五”期间的重点矿业项目，是加
快建设藏东有色金属基地的重大工程，
也是西部矿业实现“二次创业再铸辉
煌”的关键工程。一个集两省区殷切期
望的浩大工程，一个凝聚了历届西部矿
业领导班子心血的项目，汇集了各方的
智慧与力量，项目的全面开工，让沉睡
万年的宝藏得以规模开发。

两天来，张永利分别与西藏自治
区、昌都市委市政府领导座谈，表明了
西部矿业做优做大做强玉龙铜业的决
心。同时，在仪式前后数次深入尾矿
库、采选厂等项目施工现场考察调研。
当天仪式结束后，张永利立即组织召开
玉龙铜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座谈会和

项目参建单位座谈会，明确主体工程完
成时间，对项目建设进度提出新要求、
做出新部署。

在与玉龙铜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座谈时，张永利指出，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西部矿业仍然保持良好上升态势，
得益于全体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艰苦
奋斗和改革创新。2015年以来，玉龙
铜业成功实施“123”战略，取得了一定
成绩，干部职工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提
升，粗放管理正在向精细化管理迈进，
要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成绩，不断拼
搏，让再造一个西部矿业的梦想成为现
实。张永利要求，要在市场竞争的大潮
中不断拼搏，要以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
为新起点，迈向新的里程碑。要不断加
大安全环保投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把“金山银山”打造成“绿水青山”。
要加大企业文化建设力度，将企业文化
建设融入全公司发展全过程。要加强
成本管控意识、效率意识，规范生产技
术管理，把项目做精做细，确保项目建
设明年年底完工，为实现二次创业再铸
辉煌而不懈努力。

中国有色金属报

西部矿业玉龙铜矿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

“2018 年锌表观消费量小幅下
降，约为 650万吨，初步预测我国锌
消费平台期将出现在2022年~2025
年，消费峰值预计为720万吨/年，年
均增速2%。”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铅锌分会秘书长彭涛日前在出席由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和上海有色
网（SMM）举办的 2019（第十四届）
铅锌峰会时说。在谈及铅消费情况
时，他表示，2018年铅表观消费增速
放缓，约为 520万吨，由于受到锂电
池替代以及小型化影响，造成实际消
费量呈现下降趋势，预计随着电动自
行车新国标的实施，下半年锂电池的
占比会明显提升，铅消费将迎来新挑
战。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数据表
明，2018年精铅产量为511.2万吨，增
长 9.8%；精锌产量 568 万吨，下降
3.22%。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43.9%、
42.8%，更是连续 17、26年位居世界
第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铅锌工
业已经呈现出产业总规模大、铅锌
联合冶炼、工艺先进的特点。但彭
涛指出，行业存在的产业结构性矛
盾也导致行业竞争力不强，如资源
总量大但禀赋一般，采选冶一体化
企业占比低，产业集中度偏低，企业
劳动效率低，抗市场风险能力不强
等问题，回收利用体系和产品标准
也有待完善。同时，产业上存在着
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不平
衡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与高质量
发展的不平衡、产能过剩与消费平
台期的不平衡、矿冶总量与清洁生
产的不平衡、成本上升与竞争力下
降的不平衡；不充分则表现为：绿色
和创新发展不充分、矿产资源保障

和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不充分、行业
自律和谐发展不充分。

环保依然是影响铅锌行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
项环保政策，加大环保整治力度、提高
重金属污染防治水平。2018年 4月
《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
意见》（环土壤【2018】22号）中指出，
2020 年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比
2013年下降10%；此外，国务院《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重
金属污染排放再降15%，2018年 10
月 1日起现有企业执行特别排放限
值。彭涛表示，这些环保政策都对铅
锌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应引
起高度重视。此外，他透露，《铅锌行
业规范条件（2015）》修订初稿已经完
成，将力争在今年完成修订工作。同
时，也将进行新一轮铅锌行业规范的
准入。

在谈到铅锌行业未来发展时，
彭涛表示，中国铅锌工业应遵循“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巩固铅锌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成果。他强调，在新的发展阶
段，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去产能，要优
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严控
产能总规模，重点污染防控各区域
禁止新增铅锌冶炼产能，他预计，
2020 年铅产量为 520 万吨，锌产量
为650万吨。

“未来两年内，我们有信心用科
技和绿色，来增强行业的竞争力，推
动铅锌行业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发展，力争我国到 2020 年成
为铅锌工业强国。”他说。

中国有色金属报

我国锌消费平台期将出现在2022年~2025年

4 月 8日消息，必和必拓矿业美
洲 部 门 负 责 人 、资 深 高 管 Daniel
Malchuk在上周五表示，铜矿产商必
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铜生产商必须集体提高他们的
游戏水平, 以提高金属的伦理和绿
色资质, 因为老化的矿山需要更多
的水和能源来生产同样数量的金
属。”

他称，很多铜产商已经在强调低碳
经济模式下的铜生产，因为铜在电力传
输、电动车革命和电网升级中起到主导
作用。

但是, 随着明显的矿床被采
掘, 剩余的未开采铜资源则是更不
容易采掘且矿石品质较差, 这意味
着生产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岩石必须
被剥离。

他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表示，“为
了完全抓住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
需要将生产过程对我们的原料和环

境产生的印记降至最低水平。”
上百名投资者、企业高管、分析

师及监管者齐聚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参加本周的年度全球铜业会议。

“总体来说, 我们必须在考虑到
道德至终端消费商的情况下, 以更
可持续的方式交付我们的产品。”

他提及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时称，
该公司正在监控其供应链生产（是否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他称，铜产商需要提高透明度和
独立性，以监控自铜矿生产至终端消
费商的整个过程。

“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许是我们这
代人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我们必须
做出回应。”

在淡水河谷旗下铁矿在今年1月
发生尾矿坝溃坝事故以来，矿产商正
在艰难地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但
围绕矿业安全的担心仍在。

文华财经

必和必拓高管：铜产商必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据外电4月10日消息，澳大利亚
矿产商SolGold称，该公司旗下厄瓜
多尔北部Cascabel 铜金矿项目的钻
探发现了此前未知的成矿作用，进一
步扩大了这个近年来发现的全球最
大铜矿之一的规模。

该项目的铜当量超过1.5%，该公司
还在推断的Alpala资源区内发现了成矿
作用，以及一些中等品位的成矿，矿化程
度在0.7%铜当量和1.5%的高品位临界
值之间。

该公司执行长 Nick Mather 在
一份声明中称，“钻探活动继续达到
我们的期望，这些最新结果揭示了以
前未知的成矿作用，并清楚地表明了
通过增加 Alpala 资源量，继续发掘
矿山的产量增长潜力。”

Cascabel 矿拥有铜当量 0.6%的
840万吨铜和1940万盎司黄金的资源
量，以及铜当量0.35%的250万吨铜和
380万盎司黄金推断资源量。

文华财经

SolGold旗下厄瓜多尔Cascabel铜金矿发现更多矿产资源

进口废铜政策持续“加码”
近年来，我国铜消费量已接近全球

消费量的50%，但我国的铜资源只占全
球的4%左右，作为铜的消费大国，我国
铜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利用废铜生产
再生铜，是我国铜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铜矿冶炼企业废铜需求日益增
加。从原料角度看，当前随着国内废铜
报废量逐渐增加，且精废铜差价维持在
成本以上，大型铜冶炼企业对废铜的使
用量也日益增加。目前，一些大型冶炼
企业废铜(含再生的粗铜和阳极铜)占原
料的比例约为40%，未来这一比例可能
还会上升。从来源上看，进口废铜占我
国废铜供应约一半。

进口固体废物类海关编码共分为十
类，分别对应不同的固废种类，包括废纸、
废塑料、废五金等，其中“六类”和“七类”中
含有铜金属废料，因此我们通常将进口废
铜分为“废六类”和“废七类”两种。

“废六类”为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废
碎料，主要包括高品位的1#光亮线、2#
铜、紫杂铜、黄杂铜等，形态为废铜碎
料，平均含铜量可达78%，多用于冶炼
原料或下游铜制品原料，目前为非限制
类进口废料。最新政策规定，自2019
年7月1日起将转为限制类进口废物。
与此同时，国家也有考虑将“废六类”中
部分品类拎出视作资源类。

“废七类”主要包括品位较低的废
旧线缆、废电机、废变压器和废五金等，
形态为含铜物料，必须经过拆解和分拣
等再度加工处理才能被冶炼厂或铜加
工厂使用。其金属含量更低，约在
22%，拆解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更大，从
2019年1月1日起，已正式禁止进口。

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需要拆
解。“六类”废铜不用拆解就可以直接投
炉使用，“七类”废铜则需要经过拆解才
可以使用。破碎边角料、不带皮的电
线、从电机或变压器上拆下来的漆包线
等都属于“六类”，而未经拆解的电机、
变压器等含铜制品归为“七类”。“六类”
和“七类”的划分主要和形态有关，和废
铜品位并没有直接关系。

2019年7月1日起，“六类”废铜将
由非限制类进口固废转为限制类进口固
废，仅拥有进口批文的加工利废企业和
再生园区内的企业才可以进口。据了
解，目前已有企业进行申报，但未有企业

得到批复。按照“禁止洋垃圾入境”实施
方案提出的目标，“2019年年底前，逐步
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
物”。至2020年，“废六类”或也面临全
面被禁止，在固废全面禁止进口的同时，
部分“废六类”或将单独拎出来作为资源
类进口，具体分类标准还在讨论中。

废铜供应大幅收紧
据环保部数据，2018年累计发放

废铜进口批文 26批，总批量为 99.97
万吨，累计同比减少66.7%；2017年共
发放批文 11 批，总批量为 300.58 万
吨。2018年“废七类”为限制类进口，
进口量约为95万吨，较2017年减少约
65%，折金属量约22万吨。由于2019
年7月1日开始，“废六类”也将转为限
制类进口，如果按同等减幅，我们估算
进口“废六类”将减少约50万吨，折金
属量约40万吨。预计2019年废铜进
口将减少50万－60万金属吨，高于市
场预期。

2019年1－2月，中国进口废铜23.1
万吨，同比下滑29.9%，折金属量18万
吨，较去年同期减少约0.6万吨金属量，并
未出现抢进口的局面。海关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共进口废铜241万吨，同比
下降 32.2%，我们估算平均含铜品位
57.6%，折金属量139万吨，同比减少金
属量仅约4万吨，低于市场预期。而去年
精废铜价差低于1000元/吨，精铜对废铜
的替代作用使国内废铜库存积压。我们
认为，在2月以来价差合理的情况下，废
铜仍在去库存。若二季度价差仍运行在
合理区间，废铜库存去化加剧，下半年在

“废六类”限制进口的背景下，废铜供应缺
口将更加明显。

此外，据我们对废铜进口大省的调
研显示，“六类”废铜的进口批文将需要

“深加工”资质，而由于环保政策趋严，
小企业拿到“深加工”资质几乎不可能；
同时该地区普遍倾向于使用进口废铜，
认为进口废铜品质好于国产，预计国产
废铜在该地区的替代会打折扣。

国产废铜方面，目前国内环保趋
严，国产废铜供给也在缩减，数据显示，
2018年国内废铜回收约155万吨，同比
减少约16万吨。

全球铜矿产量增速下滑
全球市场来看，2012年之后，铜价

持续下行导致矿企资本开支的下降，矿

山用于新建扩建产能的资本开支从每
年300亿美元下降到100亿美元，而铜
矿资本支出领先铜矿产出5－7年，因
此矿山产出仍在低位。

据Wood Mackenzie数据，在不
考虑干扰的情况下，2019年全球产量
计划和去年实际相比，部分矿山会增
量，如Cobre Panama、Chuquicama-
ta等，但是考虑到一些矿山产量的降
低，比如Grasberg，这部分增长就会被
抵消。预计2019年全球铜矿新增产量
57万吨，减产32万吨，净增25万吨，不
确定减量20万吨(嘉能可刚果矿)；预计
2019铜矿产量增速1.5%，小于2018年
2.5%增速。同时，近5年矿山平均干扰
率大致在5%。由于2017－2018年上
半年铜价相对高位，矿山生产动力十
足，干扰率大幅下滑不及预期，而2018
年年中以来，铜价一路下滑，导致2019
年铜矿的干扰率上升，前两个月已经看
到约1%的干扰。

2019年国内冶炼产能继续扩张，
冶炼产能充裕，加剧了对原料的争夺，
数据显示，二季度国内铜精矿加工费地
板价仅73美元/吨，较一季度大幅下滑
19美元/吨。矿山增速下滑或抑制冶炼
产能释放。同时，国外大型冶炼厂也面
临停产，如Codelco旗下的Chuqui-
camata 冶 炼 厂 以 及 Vedanta 旗 下
Sterlite冶炼厂等。

库存低位且需求端有支撑
2018年超半年不合理的精废铜价

差加速了精铜去库存的速度，截至3月

末，全球交易所铜库存仅47.3万吨，较
去年同期减少约45万吨，为近5年同期
低位。随着废铜库存的去化及废铜进
口受限，废铜价格坚挺将缩小价差，精
铜或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

从国内来看，2019年3月，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5%，环
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重回临界点以
上。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
51.1%，低于上月0.4个百分点，高于临
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 为 49.9%和
49.3%，分别比上月上升3.0和4.0个百
分点，显示国家对中小企业等下游制造
业的支持开始显现。从分类指数看，在
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
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
指数高于临界点。

铜下游50%左右用于电力，其次是
空调，占比大概在17%左右。2018年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373亿元，
同比增长0.9%，增幅持续回升。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指出：紧扣国家
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完
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
1.8万亿元，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
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
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基建稳增长的
目标和决心已经比较清晰。另外，对空
调而言，二季度是空调的生产旺季，铜
价中长线上涨可期。

长江有色金属网

进口废铜政策持续“加码”铜价中长期仍有上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