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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依旧坚挺 市场成交偏弱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10 14880 15000 +125 11195 

2011 14695 14680 +35 9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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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 1853 +1 

今日 Lme 铝 1844 18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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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以 14680 元/

吨收盘，上涨 35 元,涨幅为 0.24%。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1843.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97，高于

上一交易日 7.91，上海期铝涨幅大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172007 手,持仓量减少 6184 手至 298604 手。主力合约

成交 95120 手,持仓量增加 944 手至 127023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坚挺维持高位震荡，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

在 14940-14980 元/吨，均价 14960 元/吨，对沪铝 10 合约

升水 10-50 元/吨， 今日现货升水继续下滑，交割日市场接

货较少，供需双方僵持，下游按需采购，畏高观望为主，整体

成交一般。华南市场现货价格 14780-14810 元/吨，对沪铝

10 合约贴水 120-150 元/吨。市场初始报贴水 20-30 元/吨，

接货方买兴有所提升，有少量成交。第二阶段卖方报贴水

30-50 元/吨，贴水幅度未继续扩大，市场今日整体成交略有

好转。预计明日铝价继续承压高位震荡。 

 

 

 

 

行业热点 

【海德鲁复产比预期提前 市场价格反应迅速】 

根据海德鲁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10 月 8 日海德鲁公司已

经恢复巴西 Paragominas 铝土矿向 Alunorte 氧化铝厂矿石的

输送；Paragominas 铝土矿已经恢复生产，Alunorte 氧化铝

厂产量也在恢复过程中。这比原计划 10 月 18 日复产提前近

10 天左右。 

  

【伍德麦肯齐公司：未来两到三年铝库存将增加 700 万吨】 

尽管铝的供应过剩，但是融资交易仍保持活跃，凯特说，

未来两到三年内，铝库存将增加 700 万吨。 

 

【央行澄清：没有针对“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

本付息”的新政策出台 】 

  10 月 15 日，有媒体报道称央行发布“新政”，将进一

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但随后央行澄

清，该报道涉及的三大文件就是 6 月 1 号发布过的内容，并非

有新政策出台。 

 

【三季度金融数据折射经济“新变化”】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题：贷款总量增长结构优化企

业经营活力增强——三季度金融数据折射经济“新变化”新华

社记者吴雨、张千千 2020 年已过去三个季度，金融运行积极

变化不断积累，折射出宏观经济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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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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0 40 -10 120 

无锡 14960 50 0 130 

杭州 14960  50 0 130 

佛山 14800 -110 -160 -30 

沈阳 14940 30 -20 110 

天津 14950 40 -10 120 

巩义 14810 -100 -150 -20 

临沂 14890 -20 -70 60 

重庆 14850 -60 -110 2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4940-14960 元/吨，均价 14950 元/

吨，跌1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4880-14900

元/吨，均价 14890 元/吨，跌 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

锡铝锭现货价 14950-14970 元/吨，均价 14960 元/吨，跌

1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4950-14970 元/

吨，均价 1496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成交尚可。佛山铝

锭现货成交价 14780-14820 元/吨，均价 14800 元/吨，涨

20 元/吨,市场逢低按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4790-14830 元/吨，均价 14810 元/吨，跌 50 元/吨，下游

按需采购，成交一般。天津铝锭现货价 14940-14960 元/吨，

均价 14950 元/吨，跌 1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

货价 14930-14950 元/吨，均价 14940 元/吨，跌 20 元/吨，

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4830-14870 元/吨，均价 1485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成交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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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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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 10 月 15 日 增减 

上海 11 11.1 0.1 

无锡 21 20.6 -0.4 

杭州 5.3 5.3 0 

湖州 0.4 0.4 0 

宁波 1.5 1.6 0.1 

济南 0 0 0 

佛山 19.7 19.7 0 

海安 1 0.8 -0.2 

天津 4.4 4.4 0 

沈阳 0.4 0.4 0 

巩义 3 3.3 0.3 

郑州 2.2 2.2 0 

洛阳 0.6 0.6 0 

重庆 0.3 0.4 0.1 

临沂 0.5 0.5 0 

常州 0.2 0.3 0.1 

总计 71.5 71.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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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铝：15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

西 2300~2340 元/吨 ， 河 南 2300~2340 元/吨，山东

2300~2340 元/吨，广西 2330~2370 元/吨，贵州地区

2330~2370 元/吨。目前国内氧化铝价格处于底部区间，部

分地区氧化铝现货偏紧，下游电解铝企业及贸易商询价积极

性增加，氧化铝厂出货意愿一般。国庆期间海德鲁提前复产，

海外市场立即有低价现货成交表现出来，短期会打压现货价

格，但近两日价格经历一波大跌之后有小幅反弹的迹象。短

期来看，价格维持区间震荡运行概率较大，预计运行区间在

230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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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市场价格较昨日

持平，江苏市场目前国标 ADC12 均价 14600 元/吨，佛山市

场国标 ADC12 均价 14800 元/吨，浙江市场国标 ADC12 均

价 14500 元/吨。市场成交尚可，以小单交易为主，再生铝企

业惜售情绪仍较重，下游企业仍以按需采购为主，部分企业

逢低接货。15 日原生铝合金市场：长江价为 14960 元/吨，

跌 30 元/吨。今日各地区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为：浙江地区

均价为 15570 元/吨。原铝价格维持高位，市场成交较差，中

间商出货积极，下游畏高观望为主。  

铝棒：15 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250-380 元/吨；无锡 260-360 元/吨；包头 50-90 元/吨。

加工费相对平稳，部分存有些许下调。市场交投整体表现弱，

持货商出货不畅，实质成交有限。中国 6063 铝棒现货库存(万

吨)：佛山 5.2，无锡 1.7，南昌 1.1，常州 0.9，湖州 1.2，成

都 0.65，总量 10.75，较上周五（10 月 12 日）减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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