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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弱势下跌 现货表现转弱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6 18015 18500 +185 37909 

2107 18280 18480 +185 28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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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0.5 2413.5 +28 

今日 Lme 铝 2413 242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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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上涨。主力合约 2107，以 18480 元/吨收

盘，上涨 185 元,涨幅为 1.01%。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

价 2426.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62，低于上

一交易日 7.68，上海期铝涨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交

428051 手,持仓量增加 5355 手至 458605 手。主力合约成交

288207 手,持仓量增加 2013 手至 221380 手。 

明日观点  

今日现货铝价维持小幅波动，市场整体表现相对稳定。近

期铝价回落有效缓解前期畏高情绪，然而今年需求量有明显上

升趋势，消费旺季有望延续。其次云南限电将对新增投产形成

障碍，去库表现强劲，对现货支撑强劲。总体而言，基本面向

好仍对铝价形成较强支撑，尽管近期宏观调控措施压迫不断，

但铝价仍表现出较强韧性，短期来看，预计铝价震荡横盘为主，

走势偏强。 

行业热点 

【俄罗斯铝业计划战略转型】 

作为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商之一，俄罗斯铝业公司宣布，计

划将碳足迹较高的资产剥离为单独的结构。 

 

【贵州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期 25 万吨电解铝项目年内

投产】 

据黔西南日报信息，由兴仁市国有公司贵州金凤凰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与贵州金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贵州

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2020 年公司累计生产铝液约 24.8

万吨，创造产值约 35 亿元，公司计划在今年 8 月建成后期 25

万吨铝液生产线。 

 

【美元成为本季度迄今为止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最差货币】 

据路透报道，综合今年一季度的国际货币走势，美元已成

为当季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截至发稿，美元指数已较其

三月份最高点 93.448 下跌近 4%。相比之下，二季度以来，欧

元兑美元升值 4%，巴西雷亚尔升值 6%，人民币升值约 3%。

2021 年年初以来，美元指数呈过山车走势。 

 

【央行 27 日继续开展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专家：预计或继

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进行预调微调】 

人民银行 5 月 27 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

合理充裕，今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期

限为 7 天，中标利率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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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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0 -10 -20 -200 

无锡 18330 -10 -20 -200 

杭州 18390 50 40 -140 

佛山 18510 170 160 -20 

沈阳 18380 40 30 -150 

天津 18380 40 30 -150 

巩义 18330 -10 -20 -200 

临沂 18420 80 70 -110 

重庆 18380 40 30 -150 

长沙 18750 410 400 22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8330 元/吨，跌 50 元/吨，市场成交一

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8420 元/吨，跌 90，成交一般；无锡铝

锭现 18330 元/吨，跌 50 元/吨，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8390 元/吨，跌 5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佛山铝锭现货成

交价 18510 元/吨,跌 50 元/吨，成交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8330 元/吨，跌 40 元/吨，下游逢低采购，成交较好；天津

铝锭现货价 18380 元/吨，跌 30 元/吨,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

货价 18380 元/吨，跌 3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8380 元/吨，跌 40 元/吨，现货成交一般。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53

美元/吨。印尼矿 AL:45-47%,SI:4-6%,CIF:49 美元/吨。澳洲

市场三水铝土矿 Al:48-50% Si:8-10%价格 41.5 美元/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5 月 24 日 5 月 27 日 增减 

上海 11.4 11.6 0.2 

无锡 38.9 38.1 -0.8 

杭州 6.5 6.3 -0.2 

湖州 0.1 0.1 0 

宁波 2.3 2.2 -0.1 

济南 0.1 0 -0.1 

佛山 23.2 23.5 0.3 

海安 0.3 0.4 0.1 

天津 4.5 4.5 0 

沈阳 0 0 0 

巩义 8 6.6 -1.4 

郑州 0.9 0.7 -0.2 

洛阳 0.1 0.1 0 

重庆 0.5 0.6 0.1 

临沂 1.4 1.3 -0.1 

常州 0.3 0.3 0 

总计 98.5 96.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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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

山西 2450~2510 元/吨，河南 2450~2510 元/吨，山东

2450~2510 元/吨，广西 2400~2440 元/吨，贵州地区

2380~2400 元/吨。近期市场不断有高价现货成交出现，但

下游企业持谨慎观望态度较多。虽然部分地区现货供应紧张

以及原料成本上移导致厂家报价坚挺，但下游企业原料库存

相对充足，以履行长单为主，后期价格的走势取决于后市供

需格局是否发生转变。从市场心态调研来看：短期贸易商询

价积极性较高，整体市场看涨氛围浓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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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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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铝合金锭 ADC12 地区价格较上交易日基本

持平，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吨，持平；宁波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吨，持平；佛山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吨，持平；重庆地区 ADC12 价格 18800 元/吨，

持平；进口韩国 ADC12 报价 18300 元/吨，持平。今日市场

整体表现活跃度一般，国内市场 ADC12 成交价格维持在

18500-18800 元/吨，行业竞争激烈，局部地区开始定量降

价大甩卖，引发市场恐慌。原生铝合金市场：今日长江价为

18350 元/吨，较昨日下跌 50 元/吨。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500-650 元/吨；无锡 400-550 元/吨；包头 150-200 元/吨；

巩义 290-340 元/吨；临沂 340-400 元/吨；南昌 500-600

元/吨；兰州 160-220 元/吨。消费地加工费前期高位逐步回

落。市场成交整体反馈平平，部分持货商出货显现乏力，下

游买兴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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