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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本期观点
� 关注：昨夜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FOMC 议息会议，会上美联储公布了新一

期的利率决议，毫无意外的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0.25%，同时从声明中

剔除了“耐心”一词，但同时下调美国经济预期，并表达了对于美元强

势的担忧。美元走软，铝等基本金属获得提振。下游方面，3 月将是开发

商推盘发力的月份，也是节后购房者入市动力加大的首月。加之政策和

资金环境的继续宽松，国内铝市也将会获得提振。

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市场概要
热点新闻

� 湖南有色金属表示 3月 31 日 H 股退市

� 外商投资铜铝铅锌冶炼不再受限

期货市场
� 上海期货市场：周四，沪铝主力合约 AL1505开盘于13130元，最高点报

13340元，最低点报13105元，目前价格在13300元附近。若13300元一线

被有效突破，则看至13450元一线。操作建议：多单持有。

� 伦交所铝期货市场：周三，伦敦铝开盘于 1778 美元，最高点报 1792 美

元，最低点报 1745 美元，最终收盘于 1771 美元，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下跌 11 美元或 0.62%。美联储决议公布前，LME 基本金属普遍走跌，但

随着 FED 鸽派观点的公布，亚市盘中伦铝出现反弹。

现货市场
� 氧化铝市场，今日氧化铝现货价格平稳。

� 电解铝市场，上海铝锭现货价 12970-13010 元/吨，均价 12990 元/吨，

涨 120，持货商积极出货，市场交投活跃。

� 铝合金锭市场，今日国内电解铝大幅跳涨，纯铝系铸造铝合金锭价格获

提振，普遍上涨 100 元/吨。

� 铝材市场，今日铝锭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受此影响，全国主流地区

6063 铝棒及佛山地区铝型材市场价格也随之有所上调。

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明日预测
� 综述：昨夜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FOMC 议息会议，会上美联储公布了新一

期的利率决议，毫无意外的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0.25%，同时从声明中

剔除了“耐心”一词，但同时下调美国经济预期，并表达了对于美元强

势的担忧。美元走软，铝等基本金属获得提振。下游方面，3 月将是开发

商推盘发力的月份，也是节后购房者入市动力加大的首月。加之政策和

资金环境的继续宽松，国内铝市也将会获得提振。铝现货市场，今日国

内现货铝价大涨，贸易商接货积极，市场低价货源成交较快。近期宏观

环境以及囤货事件支撑铝价，市场心态偏向乐观，短期铝价走势依旧坚

挺。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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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铝土矿市场追踪一、铝土矿市场追踪一、铝土矿市场追踪一、铝土矿市场追踪

1111、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进口铝土矿市场评述

进口铝土矿今日价格行情：3 月 19 日，进口铝土矿现货含税到港价：青岛

港，Al:46%，Si:8%报 350；来自马来西亚；日照港 Al:48%，Si:5%报 390；来自

马来西亚；龙口港 Al:50%，Si:3%报 465，来自加纳；澳大利亚 Al:52-55%，Si:2-6%

报 62；AL:47%,SI:9%,报 55；印度 Al:46-48%，Si:6-7%报 60.5；马来西亚 AL:46%，

SI:5%报 47；AL:40%,SI:5%,报 43（CIF 美元/干吨）。

2222、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国内铝土矿市场评述

国内铝土矿今日价格行情：3 月 19 日，阳泉铝硅比 4.5 报 335；百色

Al:60-65%，Si:9-11%报 340；贵州报 315；三门峡 Al:55-60%，Si:12-13%报 340

（元/吨）。



中国铝市场报告中国铝市场报告中国铝市场报告中国铝市场报告
2015 年 3 月 19 日 总 181 期Myyouse Aluminum Report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4

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二、相关市场现货分析

1111、氧化铝市场分析、氧化铝市场分析、氧化铝市场分析、氧化铝市场分析

表一 3 月 19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价格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材质材质材质材质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3月19日 吕梁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590 2650 2620 -

3月19日 滨州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640 2680 2660 -

3月19日
三门

峡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620 2660 2640 -

3月19日 百色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540 2590 2565 -

3月19日
连云

港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640 2680 2660 -

3月19日 贵州 氧化铝 A0-1
AL2O3≥

98.6%
2540 2580 2560 -

今日氧化铝现货价格。山西地区氧化铝价格波动区间为2590-2650 元/吨，

山东地区氧化铝价格波动区间为2640-268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河南地区氧

化铝价格维持在 2620-2660 元/吨，广西地区主流维持在2540-2590 元/吨。贵州

地区氧化铝维持在 2540-2580 元/吨左右,连云港港口现货价格波动区间为

2640-268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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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电解铝市场分析电解铝市场分析电解铝市场分析电解铝市场分析

表二 3 月 19 日主流地区电解铝价格

表三 3 月 19 日 主流地区电解铝升贴水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上期所当月价上期所当月价上期所当月价上期所当月价 长江价格长江价格长江价格长江价格 广东南储广东南储广东南储广东南储 三地均价升贴水三地均价升贴水三地均价升贴水三地均价升贴水

上海 12990 -245 - -140 -60

无锡 12980 -255 -10 -150 -70

杭州 12990 -245 - -140 -60

佛山 13130 -105 +140 - +80

沈阳 12970 -265 -20 -160 -80

天津 12960 -275 -30 -170 -90

巩义 12900 -335 -90 -230 -150

临沂 12890 -345 -100 -240 -160

重庆 12940 -180 +50 -90 -10

备注：升贴水基准分别为上期所铝当月合约 10 点 15 分的卖价，长江市场电解铝均价，广东

南储电解铝均价，华通市场电解铝上午价格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材质材质材质材质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中间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3月19日 上海 电解铝 A00 AL≥99.7% 12970 13010 12990 +120

3月19日 无锡 电解铝 A00 Al≥99.7% 12960 13000 12980 +120

3月19日 杭州 电解铝 A00 Al≥99.7% 12970 13010 12990 +110

3月19日 佛山 电解铝 A00 Al≥99.7% 13110 13150 13130 +100

3月19日 沈阳 电解铝 A00 Al≥99.7% 12950 12990 12970 +100

3月19日 天津 电解铝 A00 Al≥99.7% 12940 12980 12960 +80

3月19日 重庆 电解铝 A00 Al≥99.7% 13020 13060 13040 +100

3月19日 巩义 电解铝 A00 Al≥99.7% 12880 12920 12900 +100

3月19日 临沂 电解铝 A00 Al≥99.7% 12870 12910 128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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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铝锭现货价12970-13010元/吨，均价12990元/吨，涨120，持货商积极

出货，市场交投活跃。无锡铝锭现货价12960-13000元/吨，均价12980元/吨，涨

120元/吨，下游接货力度增加，成交情况有所好转。天津铝锭现货价12940-12980

元/吨，均价12960元/吨，涨80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拿货不多。沈阳铝锭现货

价12950-12990元/吨，均价12970元/吨，涨100元/吨，贸易商积极出货，成交偏

弱。杭州铝锭现货价12970-13010元/吨，均价12990元/吨，涨110元/吨，市场询

价增多，成交有所改善。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13110-13150元/吨，均价13130元/

吨，涨100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13020-13060

元/吨，均价13040元/吨，涨100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3333、、、、铝合金锭市场分析铝合金锭市场分析铝合金锭市场分析铝合金锭市场分析

今日国内电解铝大幅跳涨，纯铝系铸造铝合金锭价格获提振，普遍上涨100

元/吨。具体价格方面，A356.2主要产地云南、山东、河南等地报13450元/吨附

近，涨100元/吨，铝厂多以单定产，出货平稳，出厂加工费在450元/吨左右。江

浙沪等消费市场A356.2均价在13700元/吨附近，上涨100元/吨左右，市场多为长

单交易，加工费报在650-750元/吨（仓库自提）；广东地区今日均价在13850元/

吨，涨100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成交不多。下游轮毂厂开工率逐步恢复，长单

采购趋于正常，当前市场货源相对充足，加工费短期内波动应不太大。华东地区

Zld102、ZLD104铸造铝合金加工费则在500-700元/吨区间，市场交易活跃度偏低。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9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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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3月 19 日主流地区 A356.2 铝合金锭价格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上海 国标 13650 13750 13700 +100

广东 国标 13800 13900 13850 +100

浙江 国标 13650 13750 13700 +100

江苏 国标 13650 13750 13700 +100

河南 国标 13400 13500 13450 +100

山东 国标 13400 13500 13450 +100

再生系铸造铝合金锭方面，下游需求逐渐复苏，部分地区价格稳中有升。华

东地区优质环保型 ADC12 铝合金锭现款报价仍在 14300-14500 元/吨区间，1-2

个月账期成交价在 14500-14700 元/吨区间较多。普通国标 ADC12 现款多在

14000-14200 元/吨区间成交。下游中小压铸厂节后订单量有所不足，采购以按

需少量拿货为主；大型轮毂企业则基本恢复长单采购，需求较好。市场整体依然

维持供应过剩格局。

表五 3 月 19 日主流地区 ADC12 铝合金锭价格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均价均价均价均价 涨跌涨跌涨跌涨跌

上海 国标 14100 14500 14300 -

佛山 国标 14150 14550 14350 +50

天津 国标 14100 14500 14300 -

重庆 国标 14000 14400 14200 +100

丰城 国标 13900 14300 14100 -

永康 国标 14000 14300 14150 -

4444、铝材市场分析、铝材市场分析、铝材市场分析、铝材市场分析

今日铝锭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受此影响，全国主流地区6063 铝棒及佛

山地区铝型材市场价格也随之有所上调。具体情况，铝棒方面：主流地区平均每

吨上浮 100 元；铝型材方面：佛山地区各表面处理价格平均每吨上浮100 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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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况，虽然今日价格有所上调，但市场整体成交依旧处于不温不火状态，下游

接货积极性欠佳，对于眼下市场运行仍以观望态度居多。

表六 3月 19 日全国主流地区 6063 铝棒成交价格

地区 规格 价格(元/吨） 涨跌 周环比 月环比

佛山 φ90-φ178 13650 +100 +2.25% —

无锡 φ90-φ178 13350 +100 +1.91% —

巩义 φ90-φ178 13300 +100 +1.92% —

包头 φ90-φ178 13150 +100 +1.54% —

临沂 φ90-φ178 13300 +100 +1.92% —

表七 3 月 19 日 佛山铝型材成交价格（不含票）

表面处理 价格（元/吨） 涨跌 周环比 月环比

磨砂 17050 +100 +1.49% —

电泳 18450 +100 +1.37% —

喷涂 17950 +100 +1.41% —

今日长江 A00 铝价上涨 100 元/吨，全国主流地区铝板报价平稳。目前，铝

板带箔市场企业规模和订单量几乎成正比趋势，大型企业订单量充裕，个别企业

处于满负荷开工状态，而中小型企业订单情况惨淡，开工率未过半也达多数，甚

至许多小型加工厂纷纷停产倒闭。今日下游逐渐复苏，但同比往年复苏情况缓慢，

河南巩义地区消费仍然较差，江苏地区厂家开工情况也不乐观，上海、佛山贸易

商出货积极，但成交一般，市场仍然较为冷清。

表八 3 月 19 日主流地区铝板价格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材质材质材质材质 规格规格规格规格 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最低价 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最高价

3月19日 上海 铝板 1060/H态 2-6*1000*2000 15490 16090

3月19日 重庆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5390 15790

3月19日 佛山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5700 15800

3月19日 郑州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4990 15390

3月19日 济南 铝板 1060/O态 2-6*1000*2000 15190 1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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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三、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

1111、衍生品价格走势图、衍生品价格走势图、衍生品价格走势图、衍生品价格走势图

图一 电解铝主力合约（1505）分时图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图二 电解铝期货交易行情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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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上海期交所会员成交及持仓排名表（al1505 合约）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

2222、、、、SHFESHFESHFESHFE铝期货走势分析铝期货走势分析铝期货走势分析铝期货走势分析

上海期锌价格小幅下跌。主力5月合约，以15625元/吨收盘，下跌35元,跌幅

为0.22%。当日15：00伦敦三月锌报价2006.5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79，高于上一交易日7.78，上海期锌跌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交197600

手,持仓量增加3890手至346048 手。主力合约成交102596手,持仓量减少6470手

至152210手。

周四，沪铝主力合约 AL1505开盘于13130元，最高点报13340元，最低点报

13105元，目前价格在13300元附近。若13300元一线被有效突破，则看至13450

元一线。操作建议：多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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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LMELMELMELME铝价走势分析铝价走势分析铝价走势分析铝价走势分析

图二 LME3 铝亚洲时段分时图

数据来源：伦敦期货交易所

周三，伦敦铝开盘于 1778 美元，最高点报 1792 美元，最低点报 1745 美元，

最终收盘于 1771 美元，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1美元或 0.62%。美联储决议

公布前，LME 基本金属普遍走跌，但随着 FED 鸽派观点的公布，亚市盘中伦铝出

现反弹。

四、热点新闻四、热点新闻四、热点新闻四、热点新闻

1111、宏观新闻、宏观新闻、宏观新闻、宏观新闻

美联储美联储美联储美联储 3333月月月月FOMCFOMCFOMCFOMC声明声明声明声明：：：：摒弃摒弃摒弃摒弃““““耐心耐心耐心耐心”””” 但仍担心经济但仍担心经济但仍担心经济但仍担心经济 周三，美联储 3 月

声明删除“耐心”措辞，意味着打开了 6月或之后加息大门。然而，美联储下调

经济增速预期。美联储称加息前应对通胀升到 2%有合理信心，且就业市场持续

改善。美联储表示，修改前瞻指引，并不意味着美联储已经决定好了何时该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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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

英国就业人数创新高英国就业人数创新高英国就业人数创新高英国就业人数创新高 同期失业率维持在同期失业率维持在同期失业率维持在同期失业率维持在 5.7%5.7%5.7%5.7% 据 BBC 网站报道，英国国

家统计局 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1 月的三个月时间里英国国内失业

率维持在 5.7%的水平，但同期就业人数创历史新高。在这三个月里，英国失业

人数下降了 10.2 万人至 186 万人。上述数据还显示，就业者的平均收益（包含

奖金在内）当季增幅达到1.8%。

瑞典央行意外降息瑞典央行意外降息瑞典央行意外降息瑞典央行意外降息-0.25%-0.25%-0.25%-0.25% 并宣布并宣布并宣布并宣布 QEQEQEQE 据市场观察网站报道，瑞典央行当

地时间 3 月 18 日宣布将回购利率下调至-0.25%。此前瑞典央行在今年2 月曾经

将上述回购利率下调至-0.10%。瑞典央行称，如果确有必要瑞典央行可能会进一

步降息。此外，瑞典央行表示将购买300 亿瑞典克朗的国债。

2222、行业热点、行业热点、行业热点、行业热点

湖南有色金属表示湖南有色金属表示湖南有色金属表示湖南有色金属表示3333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HHHH股退市股退市股退市股退市 据外电3月18日消息，湖南有色金属

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公告中表示，全资收购其香港上市股份的要约变为

无条件，接纳要约的截止期为4月1日。最后交易日期为3月25日。

上周有色金属价格下降上周有色金属价格下降上周有色金属价格下降上周有色金属价格下降0.4%0.4%0.4%0.4% 据商务部监测，上周（3月9日至15日）全国

36个大中城市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止涨回落。上周，有色金属价格下降0.4%，

其中锌、锡、铜、镍价格分别下降1.7%、1.1%、0.5%和0.4%，铝、铅价格保持平

稳。

有色金属协会有色金属协会有色金属协会有色金属协会：：：：1-21-21-21-2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月十种有色金属产量769.66769.66769.66769.66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3

月17日发布公告称，2015年1-2月，十种有色金属、氧化铝和铜、铝加工材产品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584.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42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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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平稳增长，规模以上企业六种精矿金属含量同比下降。其中，原铝464.24

万吨，同比增长4.85%；期内氧化铝产量850.75万吨，同比增长13.39%，增幅比

去年同期增加5.29个百分点。铝材产量(含企业间重复统计的产量)完成了692.83

万吨，同比增长20.56%，增幅比去年同期增加2.97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铜铝铅锌冶炼不再受限外商投资铜铝铅锌冶炼不再受限外商投资铜铝铅锌冶炼不再受限外商投资铜铝铅锌冶炼不再受限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于2015年3月10日发布第22号令，全文公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

修订）》，自2015年4月10日起施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

同时停止执行。曾限制外商投资的电解铝、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冶炼在本次目

录中没有出现。

五、明日预测五、明日预测五、明日预测五、明日预测

综述：昨夜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FOMC 议息会议，会上美联储公布了新一期

的利率决议，毫无意外的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25%，同时从声明中剔除了“耐

心”一词，但同时下调美国经济预期，并表达了对于美元强势的担忧。美元走软，

铝等基本金属获得提振。下游方面，3月将是开发商推盘发力的月份，也是节后

购房者入市动力加大的首月。加之政策和资金环境的继续宽松，国内铝市也将会

获得提振。铝现货市场，今日国内现货铝价大涨，贸易商接货积极，市场低价货

源成交较快。近期宏观环境以及囤货事件支撑铝价，市场心态偏向乐观，短期铝

价走势依旧坚挺。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584.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584.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0.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95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6985.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7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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