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1 年 1 月 28 日 星期四 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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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铝价弱势反弹 现货需求小幅回暖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2 14860 14865 -20 24435 

2103 14830 14815 -60 20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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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2018.5 -3.5 

今日 Lme 铝 1986 198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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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以 14815 元/

吨收盘，下跌 60 元,跌幅为 0.40%。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1982.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47，高于

上一交易日 7.37，上海期铝跌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321425 手,持仓量减少 7953 手至 380663 手。主力合约

成交 208964 手,持仓量减少 4919 手至 164641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弱势反弹，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

在 14850-14890 元/吨，均价 14870 元/吨，对沪铝 02 合约

的收盘卖价升 10-升 50 元/吨，早盘现货升水随期价走低至

-30~-10 元，市场商家逢低询价采购。盘面震荡企稳后，大

户收货使得流通货源减少，升水回升，整体交投有所回暖。华

南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在 14780-14820 元/吨，均价 14800

元/吨，对沪铝 02 合约的收盘卖价贴水 60-20 元/吨，现货到

货少，早间市场询价氛围浓，中间商补货积极，虽下游终端需

求弱，但华南市场整体成交有所好转。预计明日铝价维持弱势

震荡。 

 

 

 

行业热点 

【文献军：中国铝型材市场潜力巨大】 

对中国铝行业来说，2012 年是面临挑战的一年，欧债危

机牵绊全球经济发展、印尼铝土矿出口政策加大国内铝土矿供

应风险、电解铝行业面临洗牌等诸多问题都在考验着中国铝工

业的健康发展。中国铝工业现状究竟如何，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副会长文献军在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的现

场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市场需求减弱有色金属集体飘绿】 

中国将在 2 月 11 日至 17 日期间庆祝农历新年，也将导致

这个全球头号金属消费国的需求季节性放慢。 

 

【工业利润上行提速 2021 年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新华财经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安娜）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7071.1 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速比 2020

年 11 月份加快 4.6 个百分点。这也是 2020 年以来我国工业利

润同比增速连续第 8 个月实现正增长，连续第 7 个月实现两位

数增长。 

 

【美联储经济评估态度悲观，华尔街遭遇数月来最大单日跌幅】 

 华尔街周三遭遇数月来最大单日跌幅，原因是投资者在等

待大型科技公司的多份财报，同时美联储发布了一份悲观的经

济评估报告。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活动

正在放缓，疲软集中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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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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0 15 -10 40 

无锡 14860 15 -10 40 

杭州 14900 55 30 80 

佛山 14800 -45 -70 -20 

沈阳 14910 65 40 90 

天津 14920 75 50 100 

巩义 14760 -85 -110 -60 

临沂 14950 105 80 130 

重庆 14860 15 -10 4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4850-14870 元/吨，均价 14860 元/

吨，跌4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临沂铝锭现货价 14940-14960

元/吨，均价 14950 元/吨，跌 6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

锡铝锭现货 14850-14870 元/吨，均价 14860 元/吨，跌 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4890-14910 元/吨，

均价 14900 元/吨，跌 50 元/吨，市场按需采购；佛山铝锭现

货成交价 14790-14810 元/吨，均价 14800 元/吨,涨 10 元/

吨,市场买兴有所提升；巩义铝锭现货价 14740-14780 元/吨，

均价 14760 元/吨，跌 30 元/吨，采购商按需采购，成交较差；

天津铝锭现货价 14910-14930 元/吨，均价 14920 元/吨，跌

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4900-14920 元/

吨，均价 14910 元/吨，跌 5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

货价 14840-14880 元/吨，均价 14860 元/吨，跌 20 元/吨，

市场货源不多，成交偏弱。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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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三水铝土矿 Al:48-50% Si:8-10%价格 41 美元/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1 月 25 日 1 月 28 日 增减 

上海 9.5 9.5 0 

无锡 24.5 24.3 -0.2 

杭州 4.6 4.8 0.2 

湖州 0.1 0.1 0 

宁波 1.6 1.7 0.1 

济南 0 0 0 

佛山 16.1 16.1 0 

海安 0.3 0.3 0 

天津 4 4 0 

沈阳 0 0 0 

巩义 6.5 6.3 -0.2 

郑州 0.5 0.5 0 

洛阳 0.2 0.1 -0.1 

重庆 0.1 0.1 0 

临沂 0.7 0.7 0 

常州 0.3 0.3 0 

总计 69 68.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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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

西 2390~2430 元/吨 ， 河 南 2390~2430 元/吨，山东

2410~2450 元/吨，广西 2380~2420 元/吨，贵州地区

2330~2370 元/吨。受疫情管控的影响，短期道路运输压力

骤增，虽然运输压力较前期有所缓解，但年前货运车辆明显

减少，部分厂家出货依旧困难。并且目前港口的进口货溢价

明显，下游企业及贸易商畏高当前价格，谨慎观望较多，后

期进口量有所减少，近期到港的部分货物基本都是有主货。

所以整体市场流通的现货依旧偏紧，随着节前下游企业及贸

易商备货意愿的增加，厂家的报价也维持稳中上涨的趋势。

短 期 来 看 ， 市 场 看 涨 氛 围 浓 郁 ， 预 计 短 期 运 行 期 间 在

2350-250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价格持稳运行。各地区报价：甘肃

8600-8700 元/吨，湖南 8400-8600 元/吨。氟化铝持货商挺

价出售，原料氢氟酸价格上行，氟化铝价格获得支撑，下游

厂家按需采购，预计后期中国氟化铝价格震荡上行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28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主流地区均价较

昨日持平，江苏市场目前国标 ADC12 均价 15900 元/吨；佛

山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6100 元/吨；重庆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6100 元/吨；江西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为 15900 元/

吨。铝合金锭厂报价偏少暂停出货，目前主要还是筹备废铝

原料以备年后生产所用，部分企业也在寻求铝锭替代。原生

铝合金市场：今日长江价为 14870 元/吨，较昨日价格下跌

40 元/吨。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180-250 元/吨；无锡 190-290 元/吨；包头 0-40 元/吨；巩

义 270-310 元/吨；临沂 200-260 元/吨；南昌 230-280 元/

吨。加工费大体平稳，些许微调。市场交易平平，鲜有实质

成交，持货商出货意愿有所转弱，交投氛围越发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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