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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地区电解铝升贴水情况

地区 均价 上期所 长江 南储

上海 14210 -60 -30 -60

无锡 14200 -70 -40 -70

杭州 14220 -50 -20 -50

佛山 14250 -20 +10 -20

沈阳 14210 -60 -30 -60

天津 14190 -80 -50 -80

巩义 14130 -140 -110 -140

临沂 14190 -80 -50 -80

重庆 14220 -50 -20 -50

粤对沪升贴水走势图

国内主流地区现货库存图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

地区 7月 13 日 7月 17 日 变化量

上海 24.7 24.9 0.2

无锡 45 45.3 0.3

杭州 8 7.5 -0.5

佛山 29.3 29.2 -0.1

天津 3.8 3.7 -0.1

沈阳 0.4 0.4 -

巩义 7.5 7.2 -0.3

重庆 1 1.1 0.1

临沂 0.6 0.7 0.1

总计 120.3 1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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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行情】

【进口铝土矿】进口铝土矿价格行情;进口铝土矿现货含税到港价：青岛港，

Al:46%，Si:8%报 316,来自澳大利亚的高温矿；日照港 Al:48%，Si:5%报 440，

来自几内亚；龙口港 Al:50%，Si:3%报 567,来自加纳；澳大利亚 Al:52-55%，

Si:2-6%报；印度 Al:46-48%，Si:6-7%，报 40；马来西亚 AL:40%,SI:3%,报

41.5，（美元/吨）AL:46%,SI:5%,CIF:45;AL:51%,SI:13%,FOB:30.

【国产铝土矿】国产铝土矿价格行情：阳泉市场 A/S:4.5 报价 240；A/S:5.5

报价 270（到厂不带票）；AL:60%,SI:8%，不含税出厂价 360；百色市场

Al:60-65%，Si:9-11%报价 210，涨跌情况：平；贵阳 Al:60-65%，Si:9-11% 报

价 210，涨跌情况：平水；三门峡 Al:55-60%，Si:12-13%报价 240，涨跌情况：

平（不含税到厂价）

【氧化铝】今日氧化铝现货大部分地区报价较上周国内价格开始回暖，贸易

商、采购出货市场缓慢。价格从区域上看，山西地区氧化铝现货成交区间为

2530-2570元/吨；山东地区氧化铝价格上涨，现货成交价格区间为2530-2570

元/吨，厂家出货意愿加强；河南地区氧化铝成交区间为2540-2580元/吨；广

西地区现货成交价格为2480-2520元/吨：连云港地区区间成交价为2750-2790

元/吨，平。市场氧化铝保持下跌的趋势。

【电解铝】上海铝锭现货成交价14190-14230元/吨,均价14210元/吨,涨30元/

吨，持货商积极出货，成交平平；无锡铝锭现货价14180-14220元/吨,均价

14200元/吨，涨30元/吨，市场成交略显冷清；杭州铝锭现货价14200-14240

元/吨，均价14220元/吨，涨30元/吨，市场成交平平；临沂地区铝锭现货价

14170-14210元/吨,均价14190元/吨，涨40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成交偏弱；

天津铝锭现货价14170-14210元/吨，均价14190元/吨，涨30元/吨，下游按需

采购，成交偏弱；沈阳铝锭现货价14190-14230元/吨，均价14210元/吨，涨

60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成交较差；巩义铝锭现货价14110-14150元/吨，均

价14130元/吨，涨30元/吨，下游接货意愿不强，成交惨淡；重庆铝锭现货价

14200-14240元/吨，均价14220元/吨，涨40元/吨，下游接货意愿不强，整体

成交偏弱；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14230-14270元/吨,均价14250元/吨，涨40元

/吨，持货商出货意愿较强，下游拿货情绪有限。

【铝合金锭】今日国内电解铝价格大幅上涨，长江现货价14240元/吨，较上

周五涨30元/吨。今日各地区ADC12价格较上周五持稳，广东肇庆大正铝业今

日报价14800元/吨。江苏怡球国标ADC12报价14900元/吨。江西保太今日报价

13900元/吨，本地区原材料采购较多。天津地区报价在14600元/吨，市场废

铝供应有所减少。重庆地区报价14100元/吨，其中以剑涛为主，市场供应较

多。山东地区百斯特今日报价14400元/吨。原铝系合金锭价格较昨天有所下

跌，厂商报价多以周均价或者月均价为主。加工费方面，企业出厂报价多以

电解铝加加工费为主，加工费暂无变化。

内容指导：温晓红 内容主编：李旬、张玲玲、方艺静、佟以来、王粉婷 021-26093260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15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753.html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

Mymetal Aluminum Report

2017 年第 99 期 【总第 632 期 】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1707 14230 14330 +95 6080

1709 14360 14500 +75 23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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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5 1926 +2.5

今日 Lme 铝 1927 1937.5 +11.5

（备注：亚洲时段 LME 铝价为当日 SHFE 收

盘 15：00 实盘价）

【国内期货市场】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上涨。主力 9 月合约，

以 14500 元/吨收盘，上涨 75 元,涨幅为

0.52%。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价 1928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52，

高于上一交易日 7.46，上海期铝涨幅大于

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交 364460 手,持仓量

增加 32324 手至 686532 手。主力合约成交

232712 手,持仓量增加 26434 手至 334106

手。

【国外期货市场】

今日亚洲时段伦铝走势震荡上扬，截止国

内收盘时LME铝报1937.5美元/吨，涨11.5

美元/吨。

【铝棒】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佛山 360~440 元/吨；无锡 280-360 元/吨；

包头 100~180 元/吨；巩义 220~280 元/吨；临沂 300~360 元/吨；南昌 310-380

元/吨；甘肃 80~150 元/吨；成都 220~270 元/吨。部分地区加工费略有上调，

但调动幅度有限。消费需求逐步走弱，下游整体拿货情绪不高。

【氟化铝】国内氟化铝综合报价8600-9200元/吨（到厂含税），较上周持稳。

据市场调研了解成交较上月弱势下行。虽之前停产检修的氟企在本月开工率

也都回升，市场现货充足，较之前市场现货供应紧张的情况随之拉回较一个

平衡的状态。但下游铝厂前期采购量基本都有库存，本月需求随之降低，价

格上升受限。成本方面环保对于萤石督查较严格，供应方开采受限，在南方

采购萤石的企业，由于近期雨季开采、加工、运输更为困难。萤石高位持稳

在2500-2600元/吨。反之成本的紧张使得氟化铝价格下行有一定的支撑，根

据近期市场了解前期价格是有些虚高，本次下调是在预料之中的。预计本月

氟化铝下行空间受限，或将震荡持稳为主。

【宏观视点】

美元多头“已死”？恐怕线索还在日银和欧银决议中 周一(7月17日)亚市

盘中，美元指数于平盘附近窄幅震荡后小幅上扬，现回吐部分涨幅，交投于

95.18一线。上周五(7月14日)美国公布的通胀和零售数据双双低迷，导致市

场对美联储年内进一步升息的预期降至50%以下，其中疲软零售销售对美元的

杀伤力更大。据FX678观察，美国6月未季调核心CPI年率上涨1.7%，持平预期

和前值；6月核心零售销售月率下降0.2%，预期上涨0.2%，前值下降0.3%。

经济数据令人失望 美联储年内加息难说了？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6月CPI创

9个月新低，核心CPI增速创2015年1月以来新低；数据公布后，高盛点评认为，

核心CPI通胀虽连续第四个月逊于预期，但同比增长仍稳定，大型长期庇护所

和医疗卫生服务的价格都加快上涨。零售销售整体相对疲软，其中重要控制

仪表销售大跌，较预期低40%。由此高盛相应地调整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连

预计几率最高的月份12月也只有50%，显示美联储加息的前景越发难测。

【行业视点】

银湖铝合金公司：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今年以来，银湖铝合金公司盯紧全

年利润目标，把市场下行的压力转化为主动应变的动力，深挖潜力，严细管

控，有力促进了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上半年，公司利润完成同步计划的132%，

完成全年预算利润的58%，交出了靓丽成绩单。

上半年有色板块业绩亮眼 半年报业绩公布期，有色板块业绩亮眼，同比增

长翻几番的不少。其中又以锌和铝最佳。今年以来，沪锌价格上涨10.86%，

沪铝价格上涨12.54%，带动锌和铝企业业绩快速增长。

【综述总结】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二季度 GDP 同比 6.9%，持平一季度前值 6.9%，高于预期的 6.8%；上半年国内生产

总值 38149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9%。此外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不难看出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趋明显，市场信心回归，铜铝等有色金属走势

受到提振。今日国内现货铝价小幅上涨 ，整体成交一般。由于铝价维持高位，持货商稳定积极出货，下游企业畏高当前铝价，

维持按需采购，市场整体成交清淡。短期来看，铝价或将继续维持震荡偏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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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

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

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

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

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

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

告。

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

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

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

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

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

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损失负任何

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

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

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

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本团

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

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

网铝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

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

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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