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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高位运行 下游接货受抑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06 13120 13225 +10 38992 

2007 12825 12875 0 9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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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488.5 -11.5 

今日 Lme 铝 1485.5 149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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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不变。主力 7 月合约，以 12875 元/吨收

平。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价 1494.00 美元/吨，上海与

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8.62，高于上一交易日 8.58， 全部合约成

交 205334 手,持仓量增加 7842 手至 512454 手。主力合约

成交 91086 手,持仓量增加 2960 手至 160020 手。 

 

明日观点 

今日国内铝价小幅下跌，市场整体成交较昨日有所回落。

大户市场维持正常采购，带动市场交投气氛。随着采购结束，

持货商报价有所回落。贸易商整体成交尚可，因铝价维持改高

位，下游企业接货意愿受抑，维持按需采购。目前国内消费表

现依旧强劲，基本面持续改善。两会召开在即，市场看涨情绪

较浓。短期铝价支撑较强，维持震荡走势。 

 

 

 

 

行业热点 

【荷兰铝生产商与嘉能可签订 18 万吨铝销售协议】 

本周一，荷兰铝生产商 Aldel 表示，将会在今年之后为嘉

能可供应 18 万吨金属。 

 

【宏观助推产业发展 铝价能否再现上行步伐】 

周一，宏观政策方面，欧美经济重启加速，股市大涨，欧

洲多国取消了股市做空禁令，欧盟提出一项 5000 亿欧元的刺

激经济计划，英国暗示不排除负利率选项，美联储主席在向国

会做证时表示将动用一切政策工具保持零利率。 

 

【人民币市场汇价（5 月 20 日）】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5 月 20 日受

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元、英镑、澳元、新西

兰元、新加坡元、瑞士法郎、加元、林吉特、卢布、兰特、韩

元、迪拉姆、里亚尔、福林、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

挪威克朗、里拉、墨西哥比索及泰铢的市场汇价。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拉升逾 50 点】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5 月 20 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开盘小幅拉升逾 50 点，报 7.1010；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

美元短线区间震荡，在 7.11 附近波动。截至 9 点 35 分，在岸、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 7.1017、7.1125。同日，人民币对

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 44 个基点，报 7.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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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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0 235 0 -100 

无锡 13480 235 0 -100 

杭州 13500 255 20 -80 

佛山 13580 335 100 0 

沈阳 13450 205 -30 -130 

天津 13450 205 -30 -130 

巩义 13550 305 70 -30 

临沂 13430 185 -50 -150 

重庆 13530 285 50 -5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3470-13490 元/吨，均价 13480 元/

吨，跌 20 元/吨，市场表现相对活跃。临沂铝锭现货价

13410-13450 元/吨，均价 13430 元/吨，跌 100 元/吨，成

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价 13470-13490 元/吨，均价 1348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3490-13510 元/吨，均价 1350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

出货商家少。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3570-13590 元/吨，均价

13580 元/吨，涨 1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3450-13490 元/吨，均价 13470 元/吨，跌 20 元/吨，采购

商按需采购，成交平平。天津铝锭现货价 13420-13480 元/

吨，均价 13450 元/吨，跌 10 元/吨，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

货价 13440-13460 元/吨，均价 13450 元/吨，跌 10 元/吨，

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3510-13550 元/吨，均价 13530

元/吨，涨 20 元/吨，市场货源偏少，市场成交一般。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印尼矿 AL:45-47%，SI:4%-6% CIF44-45

美元/吨，几内亚 AL:43-45%,SI:2-3% CIF45-46 美元/吨，澳

洲一水?AL:53-55%, SI:9-11% CIF41-42 美元/吨。国产矿方

面：目前氧化铝价格依旧处于底部区间运行，氧化铝企业压价

采购原材料，致使国内铝土矿价格继续承压。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5 月 14 日 5 月 18 日 增减 

上海 13.6 13.2 -0.4 

无锡 40.6 38.8 -1.8 

杭州 6 6.1 0.1 

湖州 2.8 2.7 -0.1 

宁波 2.3 2.3 0 

济南 0 0 0 

佛山 22.1 20.3 -1.8 

海安 1.2 1.1 -0.1 

天津 4.1 4.2 0.1 

沈阳 0.1 0.2 0.1 

巩义 5.4 5 -0.4 

郑州 1 1.1 0.1 

洛阳 0 0 0 

重庆 1.1 1 -0.1 

临沂 0.8 0.8 0 

常州 2.6 2.6 0 

总计 103.7 99.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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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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货铝价、LME 铝、SHFE 铝价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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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上涨。山西

2180~2220 元/吨，河南 2180~2220 元/吨，山东

2180~2220 元/吨，广西 2160~2200 元/吨，贵州地区

2160~2200 元/吨。目前部分氧化铝厂仍处于亏损状态，市

场挺价惜售意愿较强。虽然晋豫地区氧化铝厂现货紧张，但

是下游现货采购积极性不高，以履行长单为主。贸易商入市

谨慎，维持观望较多，整体市场现货成交清淡。近期国内铝

锭现货价格表现坚挺，促使澳洲氧化铝在面向中国买家时出

现高价成交，后期或将助涨国产氧化铝价格，预计短期国内

氧化铝价格呈现小幅上涨的趋势，并有望突破 230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市场价格大部分地区持稳。部分地区报

价：甘肃 8600-8900 元/吨，湖南 8500-8700 元/吨。氟化

铝近期盘整运行，市场观望为主，氟化铝厂家挺价为主，预

计短期内中国氟化铝价持稳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20 日原铝系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部分主流地区

今日价格较昨日基本持平，目前山东市场均价 14130 元/吨；

江苏市场均价 14130 元/吨；浙江市场均价 14120 元/吨；

佛山市场均价 14150 元/吨，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持货商

出货积极，中间商接货意愿不佳，下游今日正常采购。再生

系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今日报价 13200 元/吨，较昨日持平。

江苏市场均价 13200 元/吨，宁波市场均价 13200 元/吨，重

庆市场均价 13300 元/吨，佛山市场均价 13200 元/吨。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550~700 元/吨；无锡 500～600 元/吨；包头 300~360 元/

吨；巩义 460~500 元/吨；临沂 500~550 元/吨；南昌

500~550 元/吨；兰州 250~300 元/吨，成都 400~480 元/

吨。加工费逐步下移，部分地区调价节奏明显。市场交投整

体表现欠佳，持货商陆续调价，但收效甚微，下游买兴低，

观望情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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