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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流通偏紧 铝价再度上涨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12 15425 15785 +405 146544 

2101 15185 15525 +395 6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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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1982 +29 

今日 Lme 铝 1978 198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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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主力合约 2012，以

15785 元/吨收盘，上涨 405 元,涨幅为 2.63%。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价 1986.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95，高于上一交易日 7.89，上海期铝涨幅大于伦敦市场。

全部合约成交 262161 手,持仓量增加 22081 手至364311 手。

主力合约成交 146544 手,持仓量增加 5168 手至 156575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再度上涨，市场买方观望，整体成交一般。现货

市场成交方面，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在 15750-15790 元

/吨，均价 15770 元/吨，对沪铝 12 合约的收盘卖价升 65-

升 105 元/吨，市场流通货源偏紧，持货商挺价惜售，供需积

极，买卖双方交投活跃。华南市场现货价格 15750-15770 元

/吨，对 12 合约升水 65 至 85 元/吨。市场早间成交均价为主，

少量升水 10 元/吨。市场第二阶段，由于期铝拉涨，现货铝

价升水上调至 20-30 元/吨。目前来看，库存持续去化，导致

市场流通货源紧张，现货维持高升水。短期现货基本面保持强

劲，预计明日铝价继续上涨概率较大。 

 

 

 

行业热点 

【西南铝通过测量管理体系 AAA 级换证审核】 

近日，中启计量体系认证中心四川分中心审核组对西南铝

的测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全方面审核，因西南铝测量管理体系达

到 AAA 级认证要求，顺利通过此次换证审核。 

 

【10 月份中国的铝等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创下月度最高纪录】 

中国周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0 月份中国铝产量达到创

纪录高点，同比提高 9.7 个百分点，因为新的冶炼产能投产，

以从铝价上涨中获利。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调 169 点】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5593，上调 169 点，中间价升

值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以来最高。 

 

【经济学家警告：疫苗普及前美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困境 】 

  经济学家警告说，疫苗接种和复苏之间存在时滞，美国

经济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从新冠疫苗中受益，在美国

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病例激增之际，人们将重新关注冬季的疫

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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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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0 200 20 30 

无锡 15780 210 30 40 

杭州 15790  220 40 50 

佛山 15760 190 10 20 

沈阳 15750 180 0 10 

天津 15720 150 -30 -20 

巩义 15610 -140 -140 -130 

临沂 15710 -40 -40 -30 

重庆 15680 -70 -70 -6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5760-15780 元/吨，均价 15770 元/

吨，涨 170 元/吨，下游观望，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

价 15700-15720 元/吨，均价 15710 元/吨，涨 150 元/吨，

市场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价 15770-15790 元/吨，均价

15780 元/吨，涨 170 元/吨，市场流通货源偏紧，成交一般；

杭州铝锭现货价 15780-15800 元/吨，均价 15790 元/吨，涨

180 元/吨，下游恐高情绪较重，市场成交平平；佛山铝锭现

货成交价 15750-15770 元/吨，均价 15760 元/吨，涨 150

元/吨，持货商积极出货，成交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5590-15630 元/吨，均价 15610 元/吨，涨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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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0-15730 元/吨，均价 15720 元/吨，涨 160 元/吨，市

场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5740-15760 元/吨，均价

15750 元/吨，涨 16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5660-15700，均价 15680 元/吨，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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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三 第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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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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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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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现货的采购需求转移至低价的进口货，但整体市

场悲观情绪较浓，下游企业及贸易商采购意愿一般，整体市

场现货成交清淡。虽然近期海外价格有所上涨，并且山西地

区传出有环保减产的现象，但整体市场依旧悲观情绪较浓，

以履行长单为主，价格上行动力不足。短期来看，我们认为

氧化铝现货价格下行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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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地区均价较昨日

持平，江苏 14700 元/吨；佛山 14800 元/吨，重庆 14700

元/吨，江西 14700 元/吨，浙江 14700 元/吨。今日市场成

交一般，持货商积极出货，下游逢低接货，观望为主。原生

系铝合金锭：今日长江价为 15750 元/吨，较昨日上涨 160

元/吨。今日各地区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为：浙江 16370 元

/吨；江苏 16380 元/吨；山东 16210 元/吨；广东 16375 元

/吨。原铝价格今日大幅上扬，中间商积极出货，下游刚需采

购。下午盘面继续上涨，下游少量接货，持货商出货意愿加

强，总体市场成交较昨日有所好转。 

铝棒： 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280-380 元/吨；无锡 200-300 元/吨；包头 10-50 元/吨；

巩义 260-300 元/吨；临沂 280-320 元/吨；南昌 150-210

元/吨；宣城 300-360 元/吨。各地加工费后续小幅上移，目

前观望比价按需采购为主，部分持货商反馈出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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