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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涨势放缓 市场成交平平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11 15700 15550 -90 10590 

2012 15530 15390 -50 15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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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 1934.5 +7 

今日 Lme 铝 1938 194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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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以 15390 元/

吨收盘，下跌 50 元，跌幅为 0.32%。当日 15：00 伦敦三月

铝报价 1924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94，低于

上一交易日 8.04。全部合约成交 253964 手,持仓量减少 6036

手至 351829。主力合约成交 153250 手,持仓量减少 3617 手

至 154987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涨势放缓，市场整体成交一般。华东地区铝锭主

流成交价在 15640-15680 元/吨，临近交割升水依旧坚挺，

早间市场持货商出货意愿强烈，市场接货意愿较弱，接货商压

价逢低采购，随着盘面回落，保值货源收紧，升水再次上行，

整体畏高情绪加重，交投平平。华南市场现货价格

15660-15680 元/吨，市场初始报贴 10--20 元/吨，持货商

积极出货，采购商按需采购。第二阶段，随盘面下行，贴水转

至升水，持货商报升水 10 元/吨，下游畏高情绪重，按需采

购。由于下周面临交割，多头短期获利了结，铝价继续上冲概

率不大，但低库存支撑不变，预计铝价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行业热点 

【四川广元中孚项目转入正常生产经营阶段】 

11 月 12 日，豫联集团在四川广元中孚项目部召开了四川

广元中孚分公司成立会议，标志着广元中孚绿色铝材项目由工

程建设转入正常生产经营阶段。 

 

【山西新材料氧化铝被要求采暖季限产 70%】 

随着北方地区逐渐进入采暖季，山西、河南等铝工业基地，

陆续发布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今年入冬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扩散条件差，部分地区持续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北京

地区雾霾不断，料会刺激环保部门采取强有力的减排措施，改

善空气状况。 

 

【大摩：全球经济将进入“V 型”复苏的下一个阶段】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兼全球经济研究负责人

ChetanAhya 近日发表研究表示，其宏观研究团队对 2021 年

的宏观经济和市场前景保持“建设性”看法。宏观上，该团队

认为全球经济将进入“V 型”复苏的下一个阶段。 

 

【欧美疫情反弹会否影响中国外贸？国家统计局回应 】 

  中新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记者王恩博)对于近期部分欧

美国家疫情反弹会否影响中国外贸，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 16 日在北京回应说，即便国际形势有不确定性，中

国进出口贸易仍然会好于全球整体状况。11 月 16 日，国新办

在北京举行 10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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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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0 -200 20 10 

无锡 15690 -190 30 20 

杭州 15700  -180 40 30 

佛山 15670 -210 10 0 

沈阳 15650 -230 -10 -20 

天津 15620 -260 -40 -50 

巩义 15580 -300 -80 -90 

临沂 15610 -270 -50 -60 

重庆 15580 -300 -80 -9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5670-15690 元/吨，均价 15680 元/

吨，涨 30 元/吨，下游观望，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5600-15620 元/吨，均价 15610 元/吨，涨 10 元/吨，市场

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价 15680-15700 元/吨，均价 15690

元/吨，涨 30 元/吨，市场流通货源偏紧，成交一般；杭州铝

锭现货价 15690-15710 元/吨，均价 15700 元/吨，涨 50 元/

吨，市场按需采购；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5660-15680 元/

吨，均价 15670 元/吨，涨 60 元/吨，持货商积极出货，成交

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5560-15600 元/吨，均价 15580 元/

吨，涨 20 元/吨，市场货源偏紧，下游按需采购，成交平平；

天津铝锭现货价 15610-15630 元/吨，均价 15620 元/吨，涨

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5640-15660 元/

吨，均价 15650 元/吨，涨 3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

货价 15560-15600 元/吨，均价 15580 元/吨，涨 40 元/吨，

市场按需采购，成交一般。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土耳其矿 AL:54-60%，SI:3-6%，CIF:46

美金/吨，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5 美金/吨。印

尼矿 AL:45-47%,SI:4-6%,CIF:45 美金/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11 月 12 日 11 月 16 日 增减 

上海 10.5 10.3 -0.2 

无锡 16.5 16.3 -0.2 

杭州 4.8 4.7 -0.1 

湖州 0.2 0.5 0.3 

宁波 1.6 1.6 0 

济南 0 0 0 

佛山 18.1 17.2 -0.9 

海安 0.6 0.4 -0.2 

天津 4.3 4.3 0 

沈阳 0.3 0.3 0 

巩义 1.9 2.1 0.2 

郑州 2.3 2.4 0.1 

洛阳 0.6 0.7 0.1 

重庆 0.2 0.2 0 

临沂 0.5 0.5 0 

常州 0.3 0.2 -0.1 

总计 62.7 6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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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

西 2250~2290 元/吨 ， 河 南 2260~2300 元/吨，山东

2260~2300 元/吨，广西 2310~2350 元/吨，贵州地区

2300~2340 元/吨。目前下游企业及中间商除正常履行长单

为外。北方市场受成本以及环保的影响，整体企业开工率偏

低，但受海外低价进口现货的冲击，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上

行压力较大，致使各工厂以维持长单生产为主。短期来看，

我们认为氧化铝现货价格下行空间有限，但上行动力不足，

预计维持区间震荡概率较大，预计运行区间在 2250-2350 元

/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价格坚挺运行。各地区报价：甘肃

7600-8200 元/吨，湖南 7600-7800 元/吨。氟化铝持货商挺

价为主，成本支撑有限，下游厂家按需采购，预计短期内中

国氟化铝价格窄幅盘整运行。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 16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地区均价较上周

上涨 100 元/吨，江苏 14700 元/吨；佛山 14800 元/吨，重

庆 14700 元/吨。周末受江西某再生铝企业影响，局部地区企

业纷纷上涨铝合金锭价格，下游企业维持刚需，逢低接货。

原生系铝合金锭：今日长江价为 15660 元/吨，较上周五上涨

20 元/吨。今日各地区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为：浙江 16280

元/吨；江苏 16290 元/吨。原铝价连续上涨，中间商积极出

货，下游畏高，多以刚需采购。市场成交一般。  

铝棒： 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250-350 元/吨；无锡 180-280 元/吨；包头 10-50 元/吨。

消费地加工费稳中小幅调整。市场交易整体表现平平，持货

商少量反馈出货尚可，但大体仍显不畅，观望。中国 6063

铝棒现货库存(万吨)：佛山 2.65，无锡 2.5，南昌 1.0，常州

0.8，湖州 1.3，成都 0.45，总量 8.7，较上周四（11 月 12

日）减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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