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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暴跌 短期弱势格局不改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04 12240 11750 -710 28537 

2005 12475 11805 -675 12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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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 1638.5 -4.5 

今日 Lme 铝 1645 1581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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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大幅下跌。主力 5 月合约，以 11805 元/

吨收盘，下跌 675 元，跌幅为 5.41%。当日 15：00 伦敦三

月铝报价 1581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46，低

于上一交易日 7.59。全部合约成交 282057 手,持仓量增加

3199 手至 426128 手。主力合约成交 128863 手,持仓量减少

9255 手至 146150 手。 

明日观点 

今日国内现货铝价继续下跌，市场整体成交不佳。市场流

通货源充裕，中间商接货意愿不强，表现平平。由于铝价持续

下跌，下游企业接货意愿较前日有所提升。今日午后国内期市

大幅跳水，有色品种领跌市场，截止收盘沪铝主力合约下跌

3.49%。短期来看，国外疫情恶化，市场恐慌情绪加重，预计

明日铝价下跌概率大。 

 

行业热点 

【长江有色：终端消费恢复不佳 19 日现铝或下跌】 

美元指数跃升至三年高位，隔夜伦铝震荡后收跌 4 美元，

全球市场恐慌情绪再度升温，国内铝市终端消费恢复不佳，预

计今日现铝下跌。 

 

【海外疫情拐点尚早 有色恐将继续下行】 

受外围市场暴跌影响，国内市场恐慌情绪升温，前期表现

相对抗跌的有色金属也难以再独善其身。3 月 18 日午后，国内

有色期货市场上演“集体跳水”，其中沪铜主力 2005 合约、

沪铅主力 2005 合约、沪锡主力 2006 合约跌停，沪铝、沪锌、

沪镍主力合约也分别收跌 3.49%、4.92%、4.51%。 

 

【美联储启动紧急计划 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支持】 

美联储当地时间周三晚间(北京时间周四上午)表示，随着

欧美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影响持续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它将启

动一项计划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支持。美联储根据紧急授

权制定的这项名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的计划效

仿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类似做法。财政部将提供 100 亿美

元的信贷保护。 

 

【3 月 19 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 

3 月 19 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 Shibor

报 0.8460%，下跌 11.70 个基点；1 周期 Shibor 报 1.8930%，

上涨 14.20 个基点；2 周期 Shibor 报 1.7320%，下跌 4.20 个

基点；1 个月 Shibor 报 2.0080%，下跌 2.4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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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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0 -55 -30 -30 

无锡 11660 -55 -30 -30 

杭州 11660 -55 -30 -30 

佛山 11660 -55 -30 -30 

沈阳 11790 75 100 100 

天津 11740 25 50 50 

巩义 11620 -95 -70 -70 

临沂 12050 335 360 360 

重庆 11670 -45 -20 -2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1650-11670 元/吨，均价 11660 元/

吨，跌 860 元/吨，市场成交平平。临沂铝锭现货价

11750-12350 元/吨，均价 12050 元/吨，跌 630 元/吨，成

交清淡。无锡铝锭现货价 11650-11670 元/吨，均价 11660

元/吨，跌 860 元/吨，市场成交不佳。杭州铝锭现货价

11650-11670 元/吨，均价 11660 元/吨，跌 860 元/吨，市

场成交平平。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1650-11670 元/吨，均价

11660 元/吨，跌 820 元/吨，市场少有成交。巩义铝锭现货价

12650-12590 元/吨，均价 12620 元/吨，跌 840 元/吨，下

游开工不足，成交依旧偏淡。天津铝锭现货价 11720-11760

元/吨，均价 11740 元/吨，跌 820 元/吨，成交一般。沈阳铝

锭现货价 11780-11800 元/吨，均价 11790 元/吨，跌 810

元/吨，成交清淡。重庆铝锭现货价 12650-12690 元/吨，均

价 12670 元/吨，涨 170 元/吨，下游企业按需采购，市场成

交有限。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铝方面：马来西亚矿 Al:40%,Si:30% CIF49 美元

/吨，印尼矿 AL:45-47%，SI:4%-6% CIF45.5 美元/吨，几内

亚 AL:43-45%,SI:2-3% CIF52 美元/吨，澳洲一水 

AL:53-55%, SI:9-11% CIF43。国产矿方面：各氧化铝厂矿石

全复工，整体矿山开工率不足，短期矿石开采量不足，各氧化

铝厂矿石库存紧张，目前仅能维持 1 个月左右的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3 月 16 日 3 月 19 日 增减 

上海 13.6 14 0.4 

无锡 60.5 61.7 1.2 

杭州 8.7 8.7 0 

湖州 4.3 4.5 0.2 

宁波 0.1 0.5 0.4 

济南 0.1 0.1 0 

佛山 41.4 42.3 0.9 

海安 1.1 1.5 0.4 

天津 5.5 5.5 0 

沈阳 0.4 0.3 -0.1 

巩义 17.1 16.6 -0.5 

郑州 4.6 4.2 -0.4 

洛阳 1.2 1.4 0.2 

重庆 2.2 2.6 0.4 

临沂 1.3 1.3 0 

常州 3.5 3.5 0 

总计 165.6 168.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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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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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石库存紧张，目前仅能维持 1 个月左右的生产所需。短期

我们认为整体市场矿石供应依旧偏紧，矿石价格易涨难跌。 

氧化铝：19 日大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持平。山西

2590~2630 元/吨，河南 2570~2610 元/吨，山东

2570~2610 元/吨。目前铝价偏弱运行，市场心态发生转变，

对于后市持悲观态度。以现金成本计，大部分电解铝企业处

于亏损状态，短期有部分电解铝厂可能有减产计划。贸易商

报价小幅下降，并且海外价格呈下降趋势，后期或将对国内

现货价格产生冲击，我们认为短期氧化铝价格有回调风险。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市场价格大部分地区持平。部分地区报

价：甘肃 9000-9400 元/吨，湖南 8900-9300 元/吨。氟化

铝厂家陆续开工，萤石价格高位运行，持货商挺价意愿较强。

短期内中国氟化铝价格持稳运行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原铝系铝合金锭今日价格较昨日跌 700-810 元/

吨，山东 12400 元/吨；江苏 12430 元/吨；浙江 12400 元/

吨；佛山 12475 元/吨，今日市场成交寥寥，受原铝价格暴跌

影响，持货商出货略显积极，中间商观望为主，下游按需采

购。再生系铝合金锭均价较做日大幅下跌：广东 14000 元/

吨；江苏 13750 元/吨；江西 13700 元/吨；上海 13950 元/

吨；重庆 14100 元/吨；沈阳 14100 元/吨。市场价格下跌过

快，企业复产积极性偏低。生产开工率也很低，产量减少。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佛山 400~600 元/吨；无

锡 500～700 元/吨；临沂 270~320 元/吨；南昌 550~750

元/吨；包头、甘肃、巩义不变。铝锭基价跳水，消费地加工

费呈两极分化，报价高的基本无出货意愿，实质出货价格相

对偏低，且初始报价偏高的，也有部分下调报价的现象，出

货为先。中国 6063 铝棒现货库存(万吨)：佛山 9.05，无锡

5.45，南昌 0.5，常州 4.5，湖州 2.4，成都 0.6，总量 22.5，

较本周一（3 月 16 日）减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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