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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
� 综述：因市场预期周五的美非农就业数据偏多，且周五希腊债务存在违

约风险，美元指数振荡回升至 95.4 之上，利空基本金属。明日李克强总

理将作政府工作报告，或公布今年中国 GDP 增长目标，定调基本金属中

期走势。

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

热点新闻
� 澳大利亚对华铝型材作出反规避终裁

� 卡塔尔铝业：汽车行业需求占主导 铝产品需求年增 6%

期货市场
� 上海期货市场：今日沪铝主力合约1505自低位振荡微涨，尾盘收于12970

元，较隔夜收盘价12935元回升0.27%，目前铝市期限结构呈现近低远高

的正向排列，1505和1506合约的正价差缩窄至50元。

� 伦交所铝期货市场：今日亚市伦铝无力反弹，延续隔夜跌势，其中沪市

收盘 3 个月 LME 铝下滑 0.25%至 1792 美元，其表现稍弱于伦铜（-0.16%）

和伦锌（-0.07%），目前伦铝重回均线组之下运行，下跌风险加大，短

期支撑和阻力关注 1785 和 1840 美元/吨。

现货市场
� 氧化铝市场，今日氧化铝现货价格维持平稳。

� 电解铝市场，上海铝锭现货价 12790-12830 元/吨，均价 12810 元/吨，

跌 30 元/吨，贸易商交投活跃，下游少有采购，市场成交一般。

� 铝合金锭市场，今日国内电解铝小跌，纯铝系铸造铝合金锭价格受影响

不大，仍保持平稳。

� 铝材市场，今日全国主流地区 6063 铝棒及佛山地区各表面处理铝型材价

格仍平稳为主，并未有明显的调价。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 综述：因市场预期周五的美非农就业数据偏多，且周五希腊债务存在违

约风险，美元指数振荡回升至 95.4 之上，利空基本金属。明日李克强总

理将作政府工作报告，或公布今年中国 GDP 增长目标，定调基本金属中

期走势。铝现货市场，今日国内现货铝价小幅下跌，市场整体成交维持

一般。华东地区，持货商积极出货，仍以贸易商交投为主，下游需求有

待回暖。华南地区消费明显好转，下游接货增多。短期来看，铝价延续

震荡走势，但在下跌之际，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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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铝土矿市场追踪一、铝土矿市场追踪一、铝土矿市场追踪一、铝土矿市场追踪

1111、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

进口铝土矿今日价格行情：3 月 4日，进口铝土矿现货含税到港价：青岛港，

Al:46%，Si:8%报 400，来自马来西亚；日照港 Al:48%，Si:5%报 450，来自多米

尼加；龙口港 Al:50%，Si:3%报 455，来自斐济；澳大利亚 Al:52-55%，Si:2-6%

报 63，；AL:49%,SI:7%,报 57；印度 Al:46-48%，Si:6-7%报 62；马来西亚 AL:46%，

SI:5%报 54；AL:40%,SI:7%,报 51（CIF 美元/干吨）。

2222、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

国内铝土矿今日价格行情：3 月 4日，阳泉铝硅比 4.5 报 320；Al:60-65%，

Si:9-11%百色报 340，；贵州报 330，；三门峡 Al:55-60%，Si:12-13%报 335（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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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

1111、氧化铝市场分析、氧化铝市场分析、氧化铝市场分析、氧化铝市场分析

表一 3月 4日主流地区氧化铝价格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材质材质材质材质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3月4日 吕梁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590 2630 2610 -

3月4日 滨州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620 2660 2640 -

3月4日
三门

峡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610 2650 2630 -

3月4日 百色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560 2600 2580 -

3月4日
连云

港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640 2680 2660 -

3月4日 贵州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570 2610 2590 -

今日氧化铝现货价格维持基本平稳。山西地区氧化铝价格波动区间为

2590-2630 元/吨，山东地区氧化铝价格波动区间为2620-2660 元/吨，市场成交

一般。河南地区氧化铝价格维持在 2610-2650 元/吨，广西地区主流维持在

2560-2600 元/吨。贵州地区氧化铝维持在 2570-2610 元/吨左右,连云港港口现

货价格波动区间为 2640-268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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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电解铝市场分析电解铝市场分析电解铝市场分析电解铝市场分析

表二 3月 4日主流地区电解铝价格

表三 3 月 4日 主流地区电解铝升贴水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上期所当月价上期所当月价上期所当月价上期所当月价 长江价格长江价格长江价格长江价格 广东南储广东南储广东南储广东南储 三地均价升贴水三地均价升贴水三地均价升贴水三地均价升贴水

上海 12810 -115 -10 -70 -50

无锡 12800 -125 -20 -80 -60

杭州 12800 -125 -20 -80 -60

佛山 12900 -25 +80 +20 +40

沈阳 12820 -105 - -60 -40

天津 12820 -105 - -60 -40

巩义 12740 -185 -80 -140 -120

临沂 12730 -195 -90 -150 -130

重庆 12850 -75 +30 -30 -10

备注：升贴水基准分别为上期所铝当月合约 10 点 15 分的卖价，长江市场电解铝均价，广东

南储电解铝均价，华通市场电解铝上午价格

上海铝锭现货价 12790-12830 元/吨，均价 12810 元/吨，跌 30 元/吨，贸易

商交投活跃，下游少有采购，市场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价12780-12820 元/

吨，均价 12800 元/吨，跌 20 元/吨，持货商积极出货，贸易商之间交投较多，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材质材质材质材质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3月4日 上海 电解铝 A00 AL≥99.7% 12790 12830 12810 -30

3月4日 无锡 电解铝 A00 Al≥99.7% 12780 12820 12800 -20

3月4日 杭州 电解铝 A00 Al≥99.7% 12780 12820 12800 -20

3月4日 佛山 电解铝 A00 Al≥99.7% 12880 12820 12900 -10

3月4日 沈阳 电解铝 A00 Al≥99.7% 12800 12840 12820 -20

3月4日 天津 电解铝 A00 Al≥99.7% 12800 12840 12820 -30

3月4日 重庆 电解铝 A00 Al≥99.7% 12830 12870 12850 -20

3月4日 巩义 电解铝 A00 Al≥99.7% 12720 12760 12740 -20

3月4日 临沂 电解铝 A00 Al≥99.7% 12710 12750 12730 -30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929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9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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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交平平。杭州铝锭现货价 12780-12820 元/吨，均价 1280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整体表现偏淡。天津铝锭现货价 12800-12840 元/吨，均价 12820

元/吨，跌 30 元/吨，消费复苏缓慢，成交偏弱。沈阳铝锭现货价 12800-12840

元/吨，均价 12820 元/吨，跌 20 元/吨，贸易商积极出货，成交一般。巩义铝锭

现货价 12720-12760 元/吨，均价 1274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零星出货，成

交不佳。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12880-12920 元/吨，均价 12900 元/吨，跌 10 元/

吨，下游接货增多，市场成交明显好转。重庆铝锭现货价12830-12870 元/吨，

均价 12850 元/吨，跌 20 元/吨，下游拿货不多，整体成交较弱。

3333、、、、铝合金锭市场分析铝合金锭市场分析铝合金锭市场分析铝合金锭市场分析

今日国内电解铝小跌，纯铝系铸造铝合金锭价格受影响不大，仍保持平稳。

具体价格方面，A356.2 主要产地云南、山东、河南等地报 13350 元/吨附近，平，

铝厂多以单定产，出货平稳。江浙沪等消费市场 A356.2 均价在 13550 元/吨左右，

持平，市场多为长单交易，加工费报在650-750 元/吨（仓库自提）；广东地区

今日均价在 13650 元/吨，平，市场需求有限，成交维持一般。下游轮毂厂陆续

复产，市场需求将逐步好转。

表四 3 月 4 日主流地区 A356.2 铝合金锭价格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上海 国标 13500 13600 13550 -

广东 国标 13600 13700 13650 -

浙江 国标 13500 13600 13550 -

江苏 国标 13500 13600 13550 -

河南 国标 13300 13400 13350 -

山东 国标 13300 13400 13350 -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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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系铸造铝合金锭方面，节后市场交易活跃度缓慢复苏，价格整体波澜不

惊。大型企业优质环保型ADC12 铝合金锭现款报价仍在14300-14500 元/吨区间，

1-2 个月账期成交价则在 14500-14700 元/吨区间较多。普通国标 ADC12 现款多

在 14000 元/吨附近成交。下游压铸厂年前备货不多，节后开工后多保持按需采

购，市场需求逐渐好转，但消费完全恢复节前水平至少还要1-2 周时间。

表五 3 月 4日主流地区 ADC12 铝合金锭价格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上海 国标 14100 14500 14300 -

佛山 国标 14100 14500 14300 -

天津 国标 14100 14500 14300 -

重庆 国标 13900 14300 14100 -

丰城 国标 13900 14300 14100 -

永康 国标 14000 14300 14150 -

4444、铝材市场分析、铝材市场分析、铝材市场分析、铝材市场分析

今日全国主流地区 6063 铝棒及佛山地区各表面处理铝型材价格仍平稳为

主，并未有明显的调价。成交情况，春节氛围慢慢淡化，下游加工企业也开始陆

续恢复工作，虽然仍有较多的企业开工还要等到正月十五以后，但目前市场整体

活跃度已经开始有所好转，部分企业今年的采购也已经开始着手，只不过由于目

前价格走势偏弱，再加上市场需求有限，所以众多参与者仍抱着观望的态度。短

期来看，价格以及成交受需求欠佳影响，或仍以平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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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3月 4 日全国主流地区6063 铝棒成交价格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价格价格价格价格((((元元元元////吨）吨）吨）吨）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周环比周环比周环比周环比 月环比月环比月环比月环比

佛山 φ90-φ178 13400 — -0.74% -2.19%

无锡 φ90-φ178 13200 — -0.75% -1.12%

巩义 φ90-φ178 13150 — -0.38% -1.13%

包头 φ90-φ178 13050 — -0.38% -0.76%

临沂 φ90-φ178 13150 — -0.38% -1.13%

表七 3月 4 日 佛山铝型材成交价格（不含票）

表面处理表面处理表面处理表面处理 价格（元价格（元价格（元价格（元////吨）吨）吨）吨）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周环比周环比周环比周环比 月环比月环比月环比月环比

磨砂 16850 — -0.59% -1.75%

电泳 18250 — -0.54% -1.62%

喷涂 17750 — -0.56% -1.66%

今日长江 A00 铝价小幅下跌 20 元/吨，全国主流地区铝板报价平稳。节后各

主流地区铝板带箔企业逐渐上班，但中小型企业开工率普遍不高。30万吨以上

年产能大型铝板带企业春节期间多数保持开工，工人轮休。节后下游消费依然不

旺，河南、山东地区厂家开工情况较好，上海佛山贸易商陆续上班，但成交一般，

市场仍然较为冷清。

表八 3 月 4日主流地区铝板价格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材质材质材质材质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3月4日 上海 铝板 1060/H态 2-6*1000*2000 15200 15800

3月4日 重庆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5200 15600

3月4日 佛山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5400 15600

3月4日 郑州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4800 15200

3月4日 济南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5000 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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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

1111、衍生品价格走势图、衍生品价格走势图、衍生品价格走势图、衍生品价格走势图

图一 电解铝主力合约（1505）分时图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图二 电解铝期货交易行情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中国铝市场报告中国铝市场报告中国铝市场报告中国铝市场报告
2015 年 3 月 4 日 总 172 期Myyouse Aluminum Report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0

图三 上海期交所会员成交及持仓排名表（al1505 合约）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2222、、、、SHFESHFESHFESHFE铝期货走势分析铝期货走势分析铝期货走势分析铝期货走势分析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下跌。主力5月合约，以12970元/吨收盘，下跌70元,跌幅

为0.54%。当日15：00伦敦三月铝报价1797.5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22，低于上一交易日7.23，上海期铝跌幅大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交87638

手,持仓量增加3106手至331676 手。主力合约成交43946手,持仓量增加362手至

12458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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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沪铝主力合约1505自低位振荡微涨，尾盘收于12970元，较隔夜收盘价

12935元回升0.27%，目前铝市期限结构呈现近低远高的正向排列，1505和1506

合约的正价差缩窄至50元。

2222、、、、LMELMELMELME铝价走势分析铝价走势分析铝价走势分析铝价走势分析

图二 LME3 铝亚洲时段分时图

数据来源：伦敦期货交易所

今日亚市伦铝无力反弹，延续隔夜跌势，其中沪市收盘3个月 LME 铝下滑0.25%

至1792美元，其表现稍弱于伦铜（-0.16%）和伦锌（-0.07%），目前伦铝重回均

线组之下运行，下跌风险加大，短期支撑和阻力关注1785和1840美元/吨。

四、热点新闻四、热点新闻四、热点新闻四、热点新闻

1111、宏观新闻、宏观新闻、宏观新闻、宏观新闻

机构预机构预机构预机构预测测测测2222月月月月CPCPCPCPIIII涨幅仍低涨幅仍低涨幅仍低涨幅仍低于于于于1%1%1%1% 专家预警物价走低专家预警物价走低专家预警物价走低专家预警物价走低 综合多家机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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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能同比增长 0.9%左右，略高于 1 月的 0.8%，

但是仍然低于 1%。随着 CPI 连续 2个月增速低于 1%，近日中国社科院多位学者

预警：关注并防范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通货紧缩风险。

欧元区欧元区欧元区欧元区 1111月月月月PPIPPIPPIPPI萎缩萎缩萎缩萎缩3.4%3.4%3.4%3.4% 创逾五年最差记录创逾五年最差记录创逾五年最差记录创逾五年最差记录 欧元区 1月 PPI 同比萎缩

3.4%，创 2009 年 11 月以来最差记录，环比萎缩 0.9%，双双不及预期，通缩继

续笼罩欧元区。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 月 PPI 同比萎缩 3.4%，低于

萎缩 3.0%的预期，前值从萎缩 2.7%修正为萎缩 2.6%，PPI 环比萎缩 0.9%，差于

萎缩 0.7%的预期，前值萎缩1.0%。

欧央行欧央行欧央行欧央行 3333 月启动月启动月启动月启动 QEQEQEQE 创纪录热钱涌入欧洲市场创纪录热钱涌入欧洲市场创纪录热钱涌入欧洲市场创纪录热钱涌入欧洲市场 北京时间 3月 3 日下午消

息，欧央行计划中的量化宽松（QE）尚未启动，全球市场流入欧洲股市和债市的

资金规模已经创下历史记录。此前，为了提振欧洲经济增长和应对日益加剧的通

缩压力，欧洲央行计划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张近万亿欧元。

乌克兰央行将基准利率大幅提高至乌克兰央行将基准利率大幅提高至乌克兰央行将基准利率大幅提高至乌克兰央行将基准利率大幅提高至 30%30%30%30% 北京时间 3 月 4 日凌晨消息，乌

克兰央行行长瓦列里娅-贡塔维阿（ValeriyaGontareva）周二表示，央行已经决

定将基准的再融资利率从目前的19.5%提高到 30%，希望以此限制直线飙升的通

货膨胀率，阻止货币的长期贬值倾向。

2222、行业热点、行业热点、行业热点、行业热点

澳大利亚对华铝型材作出反规避终裁澳大利亚对华铝型材作出反规避终裁澳大利亚对华铝型材作出反规避终裁澳大利亚对华铝型材作出反规避终裁 2015年2月19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

中 国 的 铝 型 材 作 出 反 规 避 终 裁 ： 荣 阳 铝 业 （ 中 国 ） 有 限 公 司

（PanAsiaAluminium(China)Limited）在2013年1月1日～2013年10月27日对澳大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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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出口的铝型材存在规避，倾销幅度为57.6%，补贴率为8.7%，倾销和补贴合

并有效税率为57.6%。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7604.10.00、7604.21.00、7604.29.00、

7608.10.00、7608.20.00、7610.10.00、7610.90.00。2014年4月，澳大利亚对

原产于中国的铝型材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

挪威海德鲁将提高旗下挪威海德鲁将提高旗下挪威海德鲁将提高旗下挪威海德鲁将提高旗下 SunndalSunndalSunndalSunndal原铝冶炼厂的铝产出原铝冶炼厂的铝产出原铝冶炼厂的铝产出原铝冶炼厂的铝产出 据外电3月2日消息，

周一，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宣布新规定及提案，以期把当前改革计划中的 LME

仓储提货排队时间再压缩一半。这项举措是 LME 为回应客户的要求而进行的广泛

改革计划之一。LME 客户对于从仓库提领铝金属得等上许久而怨声载道；还有数

宗官司指控银行和大宗商品公司串谋通过仓储网络来限制供应。LME 声明稿还

称，计划在10月26日推出新的铝升水合约和铁制品合约。LME 去年11月就管理实

货交付的第二层架构之规定展开谘商，在周一又征求更多反馈举措。

卡塔尔铝业卡塔尔铝业卡塔尔铝业卡塔尔铝业：：：：汽车行业需求占主导汽车行业需求占主导汽车行业需求占主导汽车行业需求占主导 铝产品需求年增铝产品需求年增铝产品需求年增铝产品需求年增6%6%6%6% 据外电3月3日消息，

卡塔尔铝业的总裁 AhmedAl-Shaibi 周二称，汽车行业需求占该公司总产出的逾

一半，预计公司铝产品需求料平均每年增加6%。卡塔尔铝业由卡塔尔石油公司和

NorskHydro 公司合资拥有。他称，尽管油价下滑，但该公司的铝产品需求并没

有受到影响，目前正满负荷生产。

UnoUnoUnoUno MindaMindaMindaMinda 与与与与 KoseiKoseiKoseiKosei AluminumAluminumAluminumAluminum 成立铝合金轮毂加工厂成立铝合金轮毂加工厂成立铝合金轮毂加工厂成立铝合金轮毂加工厂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UnoMinda 与日本铝企业 KoseiAluminumCo 成立合资企业生产销售铝合金轮毂。

该企业第一阶段总投资20亿卢比，UnoMinda 和 KoseiAluminum 分别占70%和30%

的股份。UnoMinda 表示，MindaKoseiAluminumWheel 主要致力于开发，生产和销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401.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933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916.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4014.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701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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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铝合金轮毂，提供给大型汽车生产商。计划2016年2月开始生产，初始阶段每

月生产60,000件。

五、明日预测五、明日预测五、明日预测五、明日预测

综述：因市场预期周五的美非农就业数据偏多，且周五希腊债务存在违约风

险，美元指数振荡回升至95.4 之上，利空基本金属。明日李克强总理将作政府

工作报告，或公布今年中国 GDP 增长目标，定调基本金属中期走势。铝现货市场，

今日国内现货铝价小幅下跌，市场整体成交维持一般。华东地区，持货商积极出

货，仍以贸易商交投为主，下游需求有待回暖。华南地区消费明显好转，下游接

货增多。短期来看，铝价延续震荡走势，但在下跌之际，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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