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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粤价差归零 现货成交尚可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06 13355 13400 90 6060 

2007 13155 13165 65 5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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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 1554 -5 

今日 Lme 铝 1565.5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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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期铝价格小幅上涨。主力 7 月合约，以 13165 元/

吨收盘，上涨 65 元,涨幅为 0.50%。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1563.5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8.42，低于

上一交易日 8.48，上海期铝涨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131474 手,持仓量减少 3499 手至 509341 手。主力合约

成交 58864 手,持仓量增加 332 手至 143555 手。 

 

明日观点 

今日期铝触顶回落。现货市场，华东地区现货价在

13490-13510 元/吨之间，升水在 100-120 元/吨之间，华南

地区价格在 13490-13510 元/吨之间。持货商挺价出货，中

间商逢低采购，某大户积极采购，拉动市场成交情绪，整体成

交尚可。下游依旧按需买货，认为铝价较高，谨慎观望。预计

明日铝价维持高位震荡。 

 

 

 

行业热点 

【茌平区：延伸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条】 

6 月 2 日下午，在聊城市茌平区，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信

发高级中学项目、铝单板及铝合金模板项目、智能化仓库分拣

储运中心项目、锻造铝合金车轮项目、铝中间合金项目和综合

利用脱硫石膏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建设项目。 

 

【美国铝业协会呼吁美商务部进一步完善铝进口监测与分析系

统】 

3 月初有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提出一

个提案，将开发新的系统来跟踪铝产品进口并为进口激增提供

预警系统。该提案已经被纳入了美国国会报告中下一财政年度

的预算草案。 

 

【Shibor 连续 3 日全线上行】 

中证网讯（记者王舒嫄罗晗）中国货币网显示，6 月 4 日，

Shibor 全线上行，连续三日全线上行。具体看，今日隔夜品种

上行 7.8bp 报 1.9630%，7 天期上行 3bp 报 2.0010%，14 天

期上行 2.5bp 报 1.6040%，1 个月期上行 5.8bp 报 1.5130%。 

 

【前 4 个月我国对外投资超 2300 亿元】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记者王雨萧、陈炜伟）记者 3

日从商务部获悉，今年 1 至 4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84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累计投资 2350.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7%。商务部合作司

负责人介绍，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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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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0 110 -10 -10 

无锡 13490 110 -10 -10 

杭州 13510 130 10 10 

佛山 13490 110 -10 -10 

沈阳 13460 80 -40 -40 

天津 13470 90 -30 -30 

巩义 13440 60 -60 -60 

临沂 13510 130 10  10 

重庆 13450 70 -50 -5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1220-11240 元/吨，均价 11230 元/

吨，涨2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11430-11530

元/吨，均价 11480 元/吨，跌 10 元/吨，成交一般。无锡铝

锭现货价 11220-11240 元/吨，均价 11230 元/吨，涨 20 元/

吨，市场按需采购。杭州铝锭现货价 11250-11270 元/吨，均

价 11260 元/吨，涨 50 元/吨，市场出货商家不多。佛山铝锭

现货成交价 11210-11230 元/吨，均价 11220 元/吨，涨 10

元/吨，市场表现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1230-11270 元/吨，

均价 11250 元/吨，跌 20 元/吨，出货商出货意愿不强，成交

一般。天津铝锭现货价 11240-11280 元/吨，均价 11260 元/

吨，涨 10 元/吨，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1300-11320

元/吨，均价 11310 元/吨，涨 10 元/吨，成交清淡。重庆铝

锭现货价 11240-11280 元/吨，均价 11260 元/吨，涨 20 元/

吨，下游企业按需采购，市场成交有限。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印尼矿 AL:45-47%，SI:4%-6%41 美元

/吨，几内亚 AL:43-45%,SI:2-3% 43 美元/吨，澳洲一水

AL:53-55%, SI:9-11% CIF41-42 美元/吨。国产矿方面：贵阳

290 元/吨，阳泉 290 元/吨。三门峡 30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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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6 月 01 日 6 月 04 日 增减 

上海 12.3 12 -0.3 

无锡 31.3 30.2 -1.1 

杭州 6.3 6.3 0 

湖州 2.3 2.2 -0.1 

宁波 2.1 2 -0.1 

济南 0 0 0 

佛山 17.1 17.5 0.4 

海安 0.9 0.9 0 

天津 4.4 4.4 0 

沈阳 0.2 0.1 -0.1 

巩义 4.5 4.2 -0.3 

郑州 0.8 0.5 -0.3 

洛阳 0 0 0 

重庆 0.8 0.8 0 

临沂 0.8 0.8 0 

常州 2.2 1.8 -0.4 

总计 86 83.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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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西

2230~2250 元 / 吨 ， 河 南 2200~2240 元 / 吨 ， 山 东

2200~2240 元/吨，广西 2160~2200 元/吨，贵州地区

2180~2220 元/吨。虽然部分氧化铝厂仍处于亏损状态，并

且晋豫地区氧化铝厂现货紧张，市场挺价惜售意愿较强。但

是受海外低价氧化铝的冲击，下游电解铝厂采购进口氧化铝

的意愿较高，对国产氧化铝的需求量减少，以履行长单为主，

国内现货市场成交清淡，导致国内氧化铝价格上涨缺乏动力。

短期来看，随着国内铝价表现强势，部分氧化铝厂挺价惜售

的意愿加强，整体市场报价有小幅上调的迹象。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市场价格大部分地区持稳。各地区报价：

甘肃 8500-8800 元/吨，湖南 8400-8600 元/吨。氟化铝弱

势运行，成本支撑依旧较弱，氟化铝厂家继续挺价，预计短

期内中国氟化铝价格难有反弹。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4 日再生系铝合金锭今日报价 13150 元/吨，较昨

日持平。江苏 13100 元/吨，宁波 13200 元/吨，重庆 13200

元/吨，佛山 13200 元/吨。原铝系铝合金锭今日价格：山东

14180 元/吨；江苏 14230 元/吨；浙江 14220 元/吨；佛山

14100 元/吨，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持货商出货积极，中

间商少量接货，下游仍以按需采购为主。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400~600 元/吨；无锡 430～550 元/吨；包头 200-260 元/

吨；巩义 410~450 元/吨；临沂 410~470 元/吨；南昌

560~560 元/吨；兰州 250~300 元/吨，成都 380~420 元/

吨。加工费大体平稳，但仍有部分地区存有下行调整情形。

市场交易整体表现欠佳，需求弱化，持货商反馈出货显乏力，

下游观望为主。中国 6063 铝棒现货库存(万吨)：佛山 4.05，

无锡 1.15，南昌 0.5，常州 0.65，湖州 1.0，成都 0.45，总

量 7.8，较本周一（6 月 1 日）增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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