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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铝高位回落 现货交投转好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4 17545 17460 -80 12285 

2105 17515 17460 -80 16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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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 2251 +11 

今日 Lme 铝 2260 22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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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下跌。主力合约 2105，以 17460 元/

吨收盘，下跌 80 元,跌幅为 0.46%。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2252.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75，低于

上一交易日 7.78，上海期铝跌幅大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273621 手,持仓量减少 2576 手至 454338 手。主力合约

成交 160585 手,持仓量减少 3297 手至 194130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冲高回落后企稳震荡，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

主流成交价在 17360-17400 元/吨，均价 17380 元/吨，华

南地区铝锭成交价在 17390-17410 元/吨，均价 17400 元/

吨。现货市场持货方积极出货，整体交投活跃，随后盘面企稳

反弹，市场接货者增加，升水随之走高，下游企业接货意愿提

升，成交较昨日有所好转，整体表现尚可。预计明日沪铝将延

续弱势震荡。 

 

 

 

 

行业热点 

【3 月份电解铝成本是多少？一个年产 20 万吨铝电解铝厂能

挣多少？】 

2021 年 3 月行业电价继续小幅上涨，导致行业平均成本

亦略有上涨。然而内蒙古能耗双控政策使得内蒙古铝企减产，

3 月电解铝日产略有下降，3 月铝均价上涨至 17337 元/吨，铝

企盈利超 4000 元/吨。 

 

【尼泊尔 Baitadi 地区发现铁矿石资源】 

据外媒报道，在尼泊尔西部 Baitadi 地区发现铁矿石矿区，

3 月 21 日以来，提取工作持续进行中。 

 

【财政部：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 

 新华财经北京4 月7 日电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贯彻落实

“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发布会上，财政

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在收入方面，重点是有效发挥收入政

策作用，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税收制度。“十四五”时期，需要

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更好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

配格局、促进结构优化和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 

 

【商务部：决定培育建设一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新华财经北京4 月7 日电商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国家

加工贸易产业园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决定培育建设一批国家

加工贸易产业园。产业园申报条件包括具备加工贸易发展潜力，

对本地加工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持续增强，创新

引领能力持续提升。与东部地区结对共建产业园，加强产业对

接、人才交流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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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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0 -30 10 -10 

无锡 17390 -30 10 -10 

杭州 17410 -10 30 10 

佛山 17400 -20 20 0 

沈阳 17380 -40 0 -20 

天津 17380 -40 0 -20 

巩义 17250 -170 -130 -150 

临沂 17380 -40 0 -20 

重庆 17300 -120 -80 -10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7380-17400 元/吨，均价 17390 元/

吨，跌 11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成交一般; 临沂铝锭现货

价 17370-17390 元/吨，均价 17380 元/吨，跌 120 元/吨，

市场成交一般; 无锡铝锭现货 17380-17400 元/吨，均价

17390 元/吨，跌 12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 杭州铝锭现货价

17400-17420 元/吨，均价 17410 元/吨，跌 120 元/吨，市

场按需采购，节前备货不明显; 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7390-17410 元/吨，均价 17400 元/吨,跌 100 元/吨，成交

一般; 巩义铝锭现货价 17230-17270 元/吨，均价 17250 元/

吨，跌 130 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成交尚可; 天津铝锭现货

价 17370-17390 元/吨，均价 17380 元/吨，跌 120 元/吨，

市场成交一般; 沈阳铝锭现货价 17370-17390 元/吨，均价

17380 元/吨，跌 120 元/吨，成交一般; 重庆铝锭现货价

17280-17320 元/吨，均价 17300 元/吨，跌 130 元/吨，下

游采购意愿不佳，成交较差。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7

美元/吨。印尼矿 AL:45-47%,SI:4-6%,CIF:48 美元/吨。澳洲

市场三水铝土矿 Al:48-50% Si:8-10%价格 43 美元/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4 月 1 日 4 月 6 日 增减 

上海 11.1 10.9 -0.2 

无锡 44.7 45.3 0.6 

杭州 7.4 7.6 0.2 

湖州 0.6 0.5 -0.1 

宁波 2.3 2.4 0.1 

济南 0.1 0.1 0 

佛山 31.2 30.3 -0.9 

海安 0.5 0.5 0 

天津 4.8 4.7 -0.1 

沈阳 0.1 0.1 0 

巩义 18.2 17.2 -1 

郑州 0.8 0.8 0 

洛阳 0.1 0.1 0 

重庆 0.4 0.6 0.2 

临沂 1.4 1.4 0 

常州 0.5 0.8 0.3 

总计 124.2 123.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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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西

2340~2360 元 / 吨 ， 河 南 2330~2360 元 / 吨 ， 山 东

2330~2370 元/吨，广西 2330~2370 元/吨，贵州地区

2320~2360 元/吨。近期氧化铝价格以震荡维稳运行为主。

供应端：整体市场产能利用率提高，产能新增及复产如期进

行，虽然短期进口量较少，但整体市场供应呈增加趋势。从

市场心态调研来看，在铝价维持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氧化铝

价格处于底部区间震荡，整体市场谨慎观望情绪较浓，预计

短期价格区间震荡运行概率较大，运行区间在 2300-2400 元

/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价格弱势盘整。各地区报价：甘肃

8500-8600 元/吨，湖南 8300-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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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主流地区均价较

昨日价格持本。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7400 元/吨，平；宁

波地区 ADC12 价格 17400 元/吨，平；佛山地区 ADC12 价

格 17600 元/吨，平；重庆地区 ADC12 价格 17300 元/吨，

平; 进口韩国 ADC12 报价 17200 元/吨，跌 100。96 复化锭

成交在 16100-16200 元/吨 。国内厂家现货 ADC12 库存较

多，下游订单不是很好，部分贸易商和厂家在底价抛货；现

在类似韩国，马来优质的进口料，现在在国内出货价没有任

何优势，甚至比国产的价格高。 

铝棒：据我的有色网了解，7 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

厂内自提）：佛山 350-410 元/吨；无锡 320-420 元/吨；包

头 10-50 元/吨；巩义 250-290 元/吨；临沂 240-300 元/吨；

南昌 360-410 元/吨；兰州 120-160 元/吨，成都 240-290

元/吨；宣城 280-340 元/吨。加工费小幅调整，市场询价氛

围一般，成交情绪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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