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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维持升水 成交逐渐转弱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6 18430 18460 +60 10800 

2107 18450 18440 +65 25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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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 2451.5 +2 

今日 Lme 铝 2456 2446.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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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上涨。主力合约 2107，以 18440 元/

吨收盘，上涨 65 元,涨幅为 0.35%。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2438.5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56，高于

上一交易日 7.49，上海期铝涨幅大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412849 手,持仓量减少 10212 手至 439181 手。主力合约

成交 258818 手,持仓量减少 4901 手至 186440 手。 

明日观点  

今日国内现货铝价小涨，现货表现趋弱，早间持货商普遍

挺价出货，接货方积极入市采购，整体交投良好。但随后流通

货源逐渐增多，现货升水下跌，市场接货方陆续转为观望，成

交逐渐转弱。供给端，云南电力供应紧张、内蒙古碳中和等因

素影响，部分铝厂限产和错峰生产，短期产量影响仍将持续，

给予铝价一定支撑。但进入消费淡季，下游观望情绪渐浓，去

库或有所放缓。短期来看，铝价缺乏上涨动力，维持宽幅震荡

走势为主。 

行业热点 

【澳大利亚对马来西亚表面抛光铝型材作出反倾销终裁】 

2021 年 6 月 2 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发布第

2021/035 号公告称，澳大利亚工业、科技部部长(the Minister 

for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接受澳大利亚反倾销

委员会对进口自马来西亚的表面抛光铝型材作出的反倾销终裁

建议。 

 

【俄罗斯铝业公司保证在分拆后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同等质量的

铝产品】 

据报道，俄罗斯铝业(Rusal)已保证，在资产分拆为一家独

立公司后，供应给国内的铝产品的碳含量不会超过专门用于出

口的铝。事实上，该公司将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同等质量的铝。 

 

【5 月北京 CPI 同比上涨 1.2%，环比下降 0.1%】 

新华财经北京 6 月 10 日电（记者 王艳刚）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获悉，5 月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据测算，在 1.2%的同比涨幅中，新涨价影响约为 0.9 个百

分点，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3 个百分点。 

 

【央行副行长刘桂平：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需高度警惕“一哄

而上”】 

新华财经上海 6 月 10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

10 日在 2021 年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人民银行一直高度重视绿

色金融发展。经过多年探索，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

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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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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0 -20 -10 -210 

无锡 18500 -20 -10 -210 

杭州 18530 10 20 -180 

佛山 18700 180 190 -10 

沈阳 18500 -20 -10 -210 

天津 18500 -20 -10 -210 

巩义 18520 0 10 -190 

临沂 18540 20 30 -170 

重庆 18560 40 50 -150 

长沙 18850 330 340 14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8500 元/吨，涨 120 元/吨，市场成交

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8540 元/吨，涨 90 元/吨，成交一般。

无锡铝锭现货价格 18500 元/吨，涨 120 元/吨，成交一般。

杭州铝锭现货价 18530 元/吨，涨 12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

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8700 元/吨,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

巩义铝锭现货价 18520 元/吨，涨 120 元/吨，成交较好。天

津铝锭现货价 18500 元/吨，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沈阳铝

锭现货价 18500 元/吨，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

现货价 18560 元/吨，涨 120 元/吨，铝锭挺价惜售，现货成

交较弱。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铝方面：澳洲一水矿报 42 美元/吨；澳洲三水

矿报 45 美元/吨；印尼报 48 美元/吨；马来西亚报 39 美

元/吨；几内亚三水铝土矿报 54 美元/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6 月 7 日 6 月 10 日 增减 

上海 11.3 11 -0.3 

无锡 36 35.4 -0.6 

杭州 6.4 6.5 0.1 

湖州 0.1 0.1 0 

宁波 2.1 2.1 0 

济南 0 0 0 

佛山 23.5 22.9 -0.6 

海安 0.5 0.4 -0.1 

天津 4.5 4.4 -0.1 

沈阳 0.1 0.1 0 

巩义 5.6 5.7 0.1 

郑州 0.3 0.1 -0.2 

洛阳 0.1 0.1 0 

重庆 0.4 0.3 -0.1 

临沂 1.4 1.4 0 

常州 0.3 0.3 0 

总计 92.6 90.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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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

山西 2470~2530 元/吨，河南 2470~2530 元/吨，山东

2470~2530 元/吨，广西 2400~2440 元/吨，贵州地区

2380~2400 元/吨。供应方面，随着山西地区氧化铝复产及

技改扩能落地，以及广西及海外印尼地区新投氧化铝产能释

放，短期氧化铝供应短缺可能性不大，但现货流通量或受区

域供需变化影响。需求方面，铝价表现整体良好促进电解铝

增复产稳定推进，区域氧化铝需求增加预期释放利好，但仍

需关注政策性对行业的持续性影响，尤其是内蒙古能耗双控

及云南限电影响，仍需继续关注需求变化量的调整。从市场

心态调研来看：氧化铝卖方对氧化铝价格预期稳中偏强、存

在一定底线预期，而氧化铝买方对当下价格接受度尚可。短

期来看，预计价格运行区间在 2400-260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价格弱势运行。各地区报价：甘肃

7400-7600 元/吨，湖南 7300-7600 元/吨。氟化铝成本有所

松动，成品库存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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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铝合金锭 ADC12 地区价格较上交易日下调

200 元/吨，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8000 元/吨，跌 200；

宁波地区 ADC12 价格 18000 元/吨，跌 200；佛山地区

ADC12 价格 18000 元/吨，跌 200；重庆地区 ADC12 价格

18200 元/吨，跌 100; 进口韩国 ADC12 报价 17600 元/吨，

跌 100 。最近了解华东市场 ADC12 成交价格偏低，铝合金

锭企业报价易跌难涨。下游压铸目前采购谨慎，原料库存较

少。 

铝棒：10 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430-530 元/吨；无锡 380-520 元/吨；包头 120-180 元/吨。

加工费大体维稳，些许存有小幅调整。市场交易存有地区差

异化，反馈尚可及平平的声音皆有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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