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0 年 11 月 5 日 星期四 第 161 期 上海钢联铝研究小组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 

  

 

 

 

 

 

 

 

 

 

 

 

 

 

 

 

 

 

 

 

铝价小幅反弹 现货成交较弱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11 14955 15045 90 10705 

2012 14750 14850 65 8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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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 1883 -8 

今日 Lme 铝 1907.5 19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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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上涨。主力合约 2012，以 14850 元/

吨收盘，上涨 65 元,涨幅为 0.44%。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1900.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82，低于

上一交易日 7.83，上海期铝涨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140589 手,持仓量增加 7374 手至 326059 手。主力合约

成交 87249 手,持仓量增加 7132 手至 138568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弱势震荡后小幅反弹，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

主流成交价在 15050-15090 元/吨，均价 15070 元/吨，对

沪铝 11 合约升水 80-120 元/吨，市场持货商依旧积极出货，

供应较充裕，升水下滑明显，中间商压价采购，下游厂家观望

按需采购，需求清淡，整体成交依旧较弱。华南市场现货价格

14930-14960 元/吨，对 11 合约贴水 10 至 40 元/吨。市场

初始报贴 10 为主，市场买兴低，成交微弱。第二阶段持货报

价贴水 20-40 元/吨，市场流通货源充足，持货商积极出货，

下游逢低按需采购，整体成交平平。预计明日铝价将延续震荡

走势。 

 

 

 

行业热点 

【2017-2020 年摩洛哥铝箔进口量仍具备巨大潜力】 

2020 年的进口量预计为 7002 公吨，而进口额则为 2,536

万元。不过，若将 2020 年的进口及支出与现时的三年配合，

则分别为 17,413 公吨及 7,070 万元。  

 

【05 日铝价持稳 持货商出货积极】 

今日沪铝震荡偏强，电解铝供应增速低于预期，社会库存

下滑且整体仍处低位，铝价高位震荡。 

 

【华盛顿僵局或迫使美联储采取更多支持经济措施】 

  胜负胶着的美国大选给美联储带来了压力，迫使其筹谋

部署更多的货币刺激计划以为政府分裂背景下的美国经济提供

支持。为期两天的会议周四结束之际，美联储料不会宣布改变

现有政策立场，不过在民主党大获全胜的前景下，随着政府推

出面向家庭和企业的大规模财政开支计划几率的减小，美联储

主席鲍威尔或许会作出调整购债计划的暗示。 

 

【中债研发中心：四季度 GDP 增速料向潜在水平回归 建议以

积极财政政策促专项债形成实物量】 

  新华财经北京 11 月 5 日电中债研发中心联合东方金诚国

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预计四季度 GDP 增速

将继续向潜在水平回归，投资、消费持续修复，出口增速仍有

支撑。CPI 通胀或再下行，PPI 通缩料将延续，人民币对美元

有望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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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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0 70 -20 80 

无锡 15060 80 -10 90 

杭州 15060  80 -10 90 

佛山 14930 -50 -140 -40 

沈阳 15090 110 20 120 

天津 15080 100 10 110 

巩义 14950 -30 -120 -20 

临沂 15080 100 10 110 

重庆 14980 0 -90 1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5040-15060 元/吨，均价 15050 元/

吨，跌1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5070-15090

元/吨，均价 15080 元/吨，跌 1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

锡铝锭现货价 15050-15070 元/吨，均价 15060 元/吨，平，

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5050-15070 元/吨，均价 15060

元/吨，平，市场成交一般。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4920-14940

元/吨，均价 14930 元/吨，涨 3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成

交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4930-14970，均价 14950 元/吨，

跌 30 元/吨，下游畏高，成交平平。天津铝锭现货价

15070-15090 元/吨，均价 15080 元/吨，跌 10 元/吨，市场

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5080-15100 元/吨，均价 15090

元/吨，跌 3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5010-15050，

均价 15030 元/吨，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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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11 月 5 日 增减 

上海 10.5 10.4 -0.1 

无锡 18.5 17.6 -0.9 

杭州 4.8 4.6 -0.2 

湖州 0.2 0.2 0 

宁波 1.7 1.6 -0.1 

济南 0 0 0 

佛山 19.1 19.6 0.5 

海安 0.4 0.4 0 

天津 4.4 4.4 0 

沈阳 0.4 0.4 0 

巩义 3 2.6 -0.4 

郑州 2.3 2.5 0.2 

洛阳 0.6 0.7 0.1 

重庆 0.3 0.2 -0.1 

临沂 0.5 0.5 0 

常州 0.2 0.2 0 

总计 68.9 6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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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西

2260~2300 元 / 吨 ， 河 南 2280~2300 元 / 吨 ， 山 东

2260~2300 元/吨，广西 2310~2350 元/吨。部分电解铝企

业原料库存偏紧，除了履行正常的长单以外，部分电解铝企

业开始采购现货补充原料库存。受近期海外供应增加以及人

民币升值的影响，海外氧化铝价格维持低位震荡运行，部分

电解铝企业将采购需求转至港口的低价现货，这也致使部分

持货商悲观情绪较浓，择机低价抛售，间接打压国内氧化铝

现货价格。短期来看，预计维持区间震荡概率较大，预计运

行区间在 2280-235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市场持稳运行。各地区报价：甘肃

7570-7800 元/吨，湖南 7470-7700 元/吨。氟化铝价格震荡

盘整，成本支撑有限，下游厂家低价采购，预计短期内中国

氟化铝价格窄幅盘整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 5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地区均价持平，

江苏市场目前国标 ADC12 均价 14500 元/吨，佛山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4700 元/吨，重庆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4600

元/吨，浙江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4500 元/吨。上游企业

正常出货，下游刚需采购，观望为主。原生铝合金市场：今

日长江价为 15070 元/吨，较昨日下跌 20 元/吨。今日各地

区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为：浙江 15680 元/吨；江苏 15670

元/吨；山东 15580 元/吨；广东 15655 元/吨。今日原铝价

格小幅回调，中间商依然保持积极出货，加工费维持不变，

下游按需采购，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铝棒： 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290-380 元/吨；无锡 250-330 元/吨；包头 50-90 元/吨。

加工费变动不大，市场交投整体一般。中国 6063 铝棒现货库

存(万吨)：佛山 3.5，无锡 1.95，南昌 1.25，常州 1，湖州

1.6，成都 0.7，总量 10，较本周一（11 月 2 日）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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