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1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三 第 59 期 上海钢联铝研究小组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 

  

 

 

 

 

 

 

 

 

 

 

 

 

 

 

 

 

 

 

 

铝价震荡回调 下游采购意愿回暖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5 18010 18010 -125 200808 

2106 18005 18000 -130 233006 

（备注：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LME 

时间 名称 开盘 收盘 涨跌 

隔夜 Lme 铝 2331 2343.5 +12.5 

今日 Lme 铝 2317 2314 -3 

（备注：亚洲时段 LME 铝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下跌。主力合约 2106，以 18000 元/

吨收盘，下跌 130 元,跌幅为 0.72%。当日 15：00 伦敦三月

铝报价 2314.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78，高

于上一交易日 7.71，上海期铝跌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

成交 497653 手,持仓量减少 11623 手至 526589 手。主力合

约成交 233006 手,持仓量减少 731 手至 251342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震荡回调，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

在 18010-18050 元/吨，华南地区铝锭成交价 18130-18140

元/吨，现货升水趋稳小涨，持货方依旧积极出货，交投氛围

较活跃，下游有补货意向，整体成交有好转。据了解，华南地

区流通货源较华东地区偏紧，一方面由于新疆货源增发巩义和

华东地区，发往华南地区货源减少。另一方面，云南地区受物

流影响发运受阻，可关注明日我的有色网铝锭社会库存统计情

况。预计明日铝价将维持震荡走势。 

行业热点 

【吨铝利润创 8 年新高 多家上市公司业绩突涨】 

工信部近日发文表示，严禁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新增产

能，严管严控电解铝新增产能。还要保持水泥错峰生产政策的

连续性，重点省份电解铝已退出产能设备拆除到位。 

 

【1—3 月阿塞拜疆出口铝及其制品 1.78 万吨】 

今年 1 月至 3 月，阿塞拜疆出口铝及其制品 1.78 万吨。

据阿新社援引阿塞拜疆国家海关委员会的消息，在此期间，铝

及其制品出口总价 4240 万美元。去年同期，阿塞拜疆出口铝

及其制品 1.14 万吨，总价 2140 万美元。 

 

【机构分析：美元年底料跑赢多数货币】 

摩根士丹利投资组合经理表示，黄金仍然是投资组合汇总

对冲风险的重要工具。市场主要的焦点是刺激政策推动下经济

在复苏，市场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美国总的财政赤字有所担

忧。多个因素可能推高通胀，也为美元施压。美联储肯定在关

注着通胀，通胀涨得太高，就会采取行动。这很难给出时间表，

但加息并不遥远 

 

【美国通胀风险引发关注，鲍威尔重申不足为惧】 

随着经济复苏和需求走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加大。目前

市场担忧通胀失控，或导致美联储提前收紧货币政策。不过，

美联储官员们多次表示，通胀上升只是暂时性现象，目前没有

失控风险。鲍威尔认为，通胀过低会对美国家庭和商业造成损

害，也限制了美联储采取宽松政策对抗经济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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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市场 

主流地区电解铝升贴水情况（元/吨） 

地区 均价 上期所 长江 南储 

上海 18030 -25 0 -90 

无锡 18040 -15 10 -80 

杭州 18070 15 40 -50 

佛山 18130 75 100 10 

沈阳 18030 -25 0 -90 

天津 18030 -25 0 -90 

巩义 17900 -155 -130 -220 

临沂 18010 -45 -20 -110 

重庆 17980 -75 -50 -140 

长沙 18270 215 240 15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8030 元/吨，跌 90 元/吨，市场成交尚

可；临沂铝锭现货价 18010 元/吨，跌 50 元/吨，市场成交一

般；无锡铝锭现货 18040 元/吨，跌 90 元/吨，市场接货意愿

提升，成交好于昨日；杭州铝锭现货价 18070 元/吨，跌 9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成交平稳；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8130

元/吨,跌 60 元/吨，成交较好；巩义铝锭现货价 17900 元/吨，

跌 100 元/吨，市场主要以贸易商交投为主，下游案促采购，

成交尚可；天津铝锭现货价 18030 元/吨，跌 90 元/吨，市场

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8030 元/吨，跌 90 元/吨，成交

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7980 元/吨，跌 70 元/吨，下游采购

意愿不佳，成交较差。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7

美元/吨。印尼矿 AL:45-47%,SI:4-6%,CIF:48 美元/吨。澳洲

市场三水铝土矿 Al:48-50% Si:8-10%价格 43 美元/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4 月 15 日 4 月 19 日 增减 

上海 11.4 11.6 0.2 

无锡 45.5 44.7 -0.8 

杭州 7.5 7.5 0 

湖州 0.5 0.5 0 

宁波 2.5 2.4 -0.1 

济南 0.2 0.2 0 

佛山 28.6 27.2 -1.4 

海安 0.4 0.3 -0.1 

天津 4.9 5 0.1 

沈阳 0.1 0.1 0 

巩义 14.2 12.8 -1.4 

郑州 0.8 0.8 0 

洛阳 0.1 0.1 0 

重庆 0.7 0.7 0 

临沂 1.5 1.5 0 

常州 0.5 0.4 -0.1 

总计 119.4 115.8 -3.6 

中国主流地区电解铝库存 

 
中国主流地区电解铝出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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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对粤升贴水走势图 

                                                    

中国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价格 

 

中国主流地区铝棒库存

 

中国主流地区铝棒出库量 

 

氧化铝：21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

西 2350~2400 元/吨 ， 河 南 2340~2380 元/吨，山东

2350~2390 元/吨，广西 2330~2370 元/吨。四月份以来，

国内外氧化铝市场变数增加，观之国内市场，氧化铝成本压

力及支撑作用双手体现，一面氧化铝企业采取不同规模的减

产措施，一面氧化铝企业主动开启增复产。而且从近日市场

反馈来看，国产铝土矿稳定供应压力日渐增大，矿源保障成

为氧化铝企业调整经营的关键之一，而铝土矿价格继续成为

压在企业头上的大山之一。国内北方氧化铝价格试探性小幅

上涨，但市场人士持观望者仍不在少数。预计短期氧化铝价

格区间震荡概率较大，运行区间 2300-245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价格弱势盘整。各地区报价：甘肃

8500-8600 元/吨，湖南 8300-8600 元/吨。氟化铝成本有所

松动，成品库存较高，下游需求一般，预计后期中国氟化铝

价格弱势运行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 21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主流地区均价较

昨日跌 100 元/吨，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7400 元/吨，跌

100 元/吨；宁波地区 ADC12 价格 17400 元/吨，跌 100 元/

吨；佛山地区 ADC12 价格 17500 元/吨，跌 100 元/吨；重

庆地区 ADC12 价格 17300 元/吨，跌 100；进口韩国 ADC12

报价 17200 元/吨，跌 100 元/吨。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再生铝企业出货压力增大，订汽车订单受芯片影响稍有下滑，

下游压铸企业逢低接货，按需采购为主。今日长江价为 18030

元/吨，较昨日价格下跌 100 元/吨。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330-400 元/吨；无锡 260-360 元/吨；包头 70-120 元/吨；

巩义 250-290 元/吨；临沂 260-320 元/吨；南昌 320-420

元/吨。加工费稳中小幅调整， 些许略有下移。市场成交有

所差异，相对低价出货尚可，整体反馈交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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