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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震荡上扬 下游畏高观望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5 18340 18355 110 86956 

2106 18355 18360 105 31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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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 2369 +9 

今日 Lme 铝 2368 238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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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以 18360 元/

吨收盘，上涨 105 元,涨幅为 0.58%。当日 15：00 伦敦三月

铝报价 2385.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70，低

于上一交易日 7.75，上海期铝涨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

成交 505050 手,持仓量减少 6312 手至 553856 手。主力合

约成交 313398 手,持仓量减少 3011 手至 295671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再度强势拉涨，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

交价在 18320-18360 元/吨，华南地区铝锭成交价在

18360-18410 元/吨，持货方逢高积极降价出货，但现货价格

高企，市场畏高情绪浓，接货方压价少采，贴水货源较好成交，

整体成交情况较弱，后期随盘面震荡走高，接货方相对较积极，

但持货商惜售，市场流通货源收紧，整体成交一般。预计明日

铝价将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行业热点 

【铝土矿市场供应面出现矛盾状况】 

因为河南，山西等地环保检查，国产矿产出受限，有氧化

铝厂已经采取减产策略来应对。本来进口矿可以弥补部分厂家

的原料缺口，但海运费居高不下，进口矿价被动跟涨，氧化铝

价格始终在小幅空间运行，这就导致氧化铝厂宁愿减产也不会

使用进口矿。 

 

【库存进一步去化 26 日现铝或上涨】 

美元指数跌至七周低位，隔周伦铝收涨 10 美元刷新三年

高点，污染防治将干扰电解铝供应，铝锭库存进一步去化，预

计今日现铝上涨。 

 

【央行 26 日开展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5 月货币政策或加大

相机调节力度】 

新华财经北京 4 月 26 日电（韩婕翟卓）人民银行 4 月 26

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将以利率招

标方式开展 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 7 天，中标利率 2.2%，

与上次持平。鉴于当日有 100 亿元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实现

零投放零回笼。资金面方面，25 日，短端资金利率多数上行，

长端资金利率小幅下行。 

 

【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由跌转涨，CFETS 指数上涨 0.40%】 

新华财经北京 4 月 26 日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计算的

2021 年 4 月 23 日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为 96.78，较此前

一周上涨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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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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0 -50 -10 -50 

无锡 18340 -40 0 -40 

杭州 18360 -20 20 -20 

佛山 18380 0 40 0 

沈阳 18310 -70 -30 -70 

天津 18310 -70 -30 -70 

巩义 18210 -170 -130 -170 

临沂 18340 -40 0 -40 

重庆 18270 -110 -70 -110 

长沙 18520 140 180 14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8330 元/吨，涨 120 元/吨，市场成交

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8340 元/吨，涨 130 元/吨，成交一

般；无锡铝锭现货 18340 元/吨，涨 120 元/吨，市场按需采

购；杭州铝锭现货价 18360 元/吨，涨 120 元/吨，市场成交

平平；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8380 元/吨,涨 150 元/吨，成交

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8210 元/吨，涨 120 元/吨，下游按

需采购，成交尚可；天津铝锭现货价 18310 元/吨，涨 110 元

/吨,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8310 元/吨，涨 110 元/吨，

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8270 元/吨，涨 130 元/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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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4 月 26 日 增减 

上海 11.8 11.6 -0.2 

无锡 43.8 42.9 -0.9 

杭州 7.4 7.2 -0.2 

湖州 0.5 0.4 -0.1 

宁波 2.4 2.4 0 

济南 0.1 0.1 0 

佛山 26.4 26.4 0 

海安 0.2 0.2 0 

天津 5 4.9 -0.1 

沈阳 0.1 0.1 0 

巩义 13.1 13.4 0.3 

郑州 0.8 0.8 0 

洛阳 0.1 0.1 0 

重庆 0.7 0.7 0 

临沂 1.5 1.4 -0.1 

常州 0.4 0.3 -0.1 

总计 114.3 11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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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

西 2350~2400 元/吨 ， 河 南 2340~2380 元/吨，山东

2350~2390 元/吨，广西 2330~2370 元/吨，贵州地区

2320~2360 元/吨。四月份以来，国内外氧化铝市场变数增

加，观之国内市场，氧化铝成本压力及支撑作用双手体现，

一面氧化铝企业采取不同规模的减产措施，一面氧化铝企业

主动开启增复产。而且从近日市场反馈来看，国产铝土矿稳

定供应压力日渐增大，矿源保障成为氧化铝企业调整经营的

关键之一，而铝土矿价格继续成为压在企业头上的大山之一，

也对氧化铝价格形成一定支撑。目前国内北方氧化铝价格试

探性小幅上涨。预计短期氧化铝价格区间震荡概率较大，运

行区间 232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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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主流地区均价较

昨日上涨 100 元/吨，无锡地区 ADC12 价格 17500 元/吨，

涨 100；宁波地区 ADC12 价格 17600 元/吨，涨 200；佛山

地区 ADC12 价格 17600 元/吨，涨 100；重庆地区 ADC12

价格 17400 元/吨，涨 100；进口韩国 ADC12 报价 17400

元/吨，涨 200。今日市场整体表现活跃度仍一般，下游谨慎

采购，江西地区再生铝合金锭厂家因环保停产，影响部分供

应量。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350-450 元/吨；无锡 240-400 元/吨；包头 50-90 元/吨；

巩义 260-300 元/吨；临沂 260-320 元/吨；南昌 260-330

元/吨。消费地稳中盘整，部分存有一定的挺价意愿。市场交

易些许反馈尚可，整体相对一般，绝对价偏高，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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