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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铝震荡下行 现货交投活跃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4 17540 17390 -120 20110 

2105 17485 17395 -115 23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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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5.5 2271.5 -8 

今日 Lme 铝 2265 225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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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5 元/

吨收盘，下跌 115 元,跌幅为 0.66%。当日 15：00 伦敦三月

铝报价 2253.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72，高

于上一交易日 7.70，上海期铝跌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

成交 442318 手,持仓量减少 5746 手至 449080 手。主力合

约成交 236460 手,持仓量减少 8201 手至 178112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震荡下跌，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

在 17350-17390 元/吨，均价 17370 元/吨，华南地区铝锭

主流成交价在 17440-17460 元/吨，均价 17370 元/吨，铝

价下跌刺激接货商家积极入场询价采购，现货市场交投氛围表

现活跃，下游逢低采购意愿亦有所转好，市场整体成交表现回

暖，持货商略有挺价意愿，市场流通缩窄，整体成交情况不错。

预计明日沪铝将延续弱势震荡。 

 

 

行业热点 

【俄铝预计 2021 年全球铝需求将随市场复苏增长】 

俄罗斯铝业控股公司的总裁 Evgeny Nikitin 表示，俄罗斯

铝业公司预计 2021 年全球铝供应短缺，随着主要市场的复苏，

铝的需求将增长。 

 

【关注 | 能耗“双控”与氧化铝新建项目的调研】 

环评过去了，能评过不去，部分大型氧化铝项目进展渺茫，

另有部分大型氧化铝项目很难达到设计产能。 

 

【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 100 亿元，预计 3 月 M2 增速有所回落】 

 新华财经北京 4 月 12 日电（韩婕翟卓）4 月 12 日，人

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日以

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 7 天，中标

利率为 2.2%。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

100 亿元。这是央行自 2 月下旬以来首次实现净投放资金。 

 

【商务部：将会同 19 个部门联合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 

中新网 4 月 12 日电 12 日，国新办就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

制度建立进展情况举行发布会，海南省长冯飞在发布会上表示，

三年来，外资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一大亮点，海

南成为全球投资的“新热土”。冯飞用“三个倍增”来加以说

明。第一个“倍增”是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连续三年翻番，总额

超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 30 年总额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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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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0 -10 0 -60 

无锡 17370 -10 0 -60 

杭州 17410 30 40 -20 

佛山 17450 70 80 20 

沈阳 17360 -20 -10 -70 

天津 17360 -20 -10 -70 

巩义 17260 -120 -110 -170 

临沂 17390 10 20 -40 

重庆 17310 -70 -60 -12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7360-17380 元/吨，均价 17370 元/

吨，跌 12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

价 17380-17400 元/吨，均价 17390 元/吨，跌 110 元/吨，

市场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 17360-17380 元/吨，均价

17370 元/吨，跌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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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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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铝锭现货价

17240-17280 元/吨，均价 17260 元/吨，跌 120 元/吨，下

游按需采购，成交尚可；天津铝锭现货价 17350-17370 元/

吨，均价 17360 元/吨，跌 12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沈阳

铝锭现货价 17350-17370 元/吨，均价 17360 元/吨，跌 12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7290-17330 元/吨，均

价 17310 元/吨，跌 100 元/吨，下游采购意愿不佳，成交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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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 4 月 12 日 增减 

上海 10.9 11.1 0.2 

无锡 45.9 46 0.1 

杭州 7.5 7.4 -0.1 

湖州 0.5 0.5 0 

宁波 2.5 2.5 0 

济南 0.1 0.2 0.1 

佛山 30 28.9 -1.1 

海安 0.4 0.4 0 

天津 4.8 4.9 0.1 

沈阳 0.1 0.1 0 

巩义 17 15.2 -1.8 

郑州 0.7 0.7 0 

洛阳 0.1 0.1 0 

重庆 0.6 0.7 0.1 

临沂 1.5 1.5 0 

常州 0.7 0.6 -0.1 

总计 123.3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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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1 年 4 月 12 日 星期一 第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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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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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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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方市场产能利用率提高，并且近

期企业有复产迹象，而需求端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导致北方

地区供应呈增加趋势。南方市场供需处于紧平衡的状态，近

期龙州项目也将投产，后期仍有部分项目新增，但整体下游

需求也逐步增加，供需相对稳定。短期来看，在下游电解铝

企业盈利较高的前提下，氧化铝价格处于底部区间运行，即

使供需矛盾显现，但价格下行空间相对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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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主流地区均价较

昨日价格下跌 100 元每吨。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7300 元

/吨，平；宁波地区 ADC12 价格 17300 元/吨，跌 100；佛

山地区 ADC12 价格 17400 元/吨，跌 100；重庆地区 ADC12

价格 17200 元/吨，平; 进口韩国 ADC12 报价 17200 元/吨，

平。今日了解市场国内 ADC12 成交价格在 17200-17400 元

/吨，进口价格 17000-17200 元/吨。96 复化锭成交在

16100-16200 元/吨 。今日部分贸易商及厂家反应，最近出

货情况不是太好，市场货物流通性不高，下游消费需求减弱。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380-480 元/吨；无锡 320-420 元/吨；包头 80-130 元/吨；

巩义 250-290 元/吨；临沂 240-300 元/吨；南昌 380-450

元/吨。消费地加工费有所上调，持货商存有一定的挺价意愿。

市场交投存有差异，反馈尚可及相对一般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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