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0 年 9 月 15 日 星期二  第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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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价小幅上涨 市场买兴一般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09 14515 14630 +80 5070 

2010 14525 14570 +155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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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 1802 +27 

今日 Lme 铝 1801 1807.5 +5.5 

（备注：亚洲时段 LME 铝价为当日 SHFE 收盘 15：00 实盘价）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上涨。主力合约 2010，以 14570 元/吨收

盘，上涨 155 元,涨幅为 1.08%。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

价 1810.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8.05，低于上

一交易日 8.14，上海期铝涨幅小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交

169109 手,持仓量减少 6808 手至 306203 手。主力合约成交

102103 手,持仓量减少 3546 手至 122927 手。 

明日观点  

今日国内现货铝价小幅上涨，市场买兴一般。华东市场

现货价格 14590-14620 元/吨，对当月合约升水 0-30 元/吨，

沪铝 09 合约今日交割，升水维持稳定。早间持货商出货积极，

但接货商谨慎观望，逢低采购，整体呈现出多接少的氛围。华

南市场现货价格 14740-14750 元/吨，对当月升水 170-180

元/吨。持货商受到市场大户大批量收货影响，报价坚挺，升

水一度达到 30 元/吨，接货方压价接货，市场主流成交价升

水 10-20 元/吨，市场成交量一般。目前宏观面表现趋稳，电

解铝库存低位给铝价带来较强支撑，市场看涨情绪渐浓。 

 

 

行业热点 

【反击！加拿大将对美征收 36 亿报复性关税，特朗普抱怨铝

进口量“大幅增加”】 

加拿大政府将就特朗普政府再次对加拿大铝材征收关税的

举动做出回应，对美国的铝关税报复性收税总额达 36 亿，具

体关税反制清单即将公布。 

  

【中国 8 月原铝产量为 317 万吨，同比增 5.5%  】 

中国 8 月原铝(电解铝)产量为 317 万吨，同比增 5.5%;1-8

月总产量为 2,430 万吨，同比增 2.3%。 

 

【报告：2020 年上半年中国建筑业稳中有升 未来仍需破浪前

行 】 

 中新网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周音)全球审计、税务、交

易和咨询服务机构安永 14 日发布《中国建筑行业 2020 年上半

年业绩概览》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中国有施工项

目的建筑业企业 102712 个，同比增长 10.76%。 

 

【央行开展 6000 亿元 MLF 操作】 

 央行开展 6000 亿元 MLF 操作，含对 9 月 17 日 MLF 到

期的续做，本月 MLF 到期规模 2000 亿。今日 MLF 均为一年

期，利率为 2.95%，与上次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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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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0 50 10 -110 

无锡 14620 50 10 -110 

杭州 14640  70 30 -90 

佛山 14740 170 130 10 

沈阳 14610 40 0 -120 

天津 14610 40 0 -120 

巩义 14510 -60 -100 -220 

临沂 14650 80 40 -80 

重庆 14620 50 10 -11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4610-14630 元/吨，均价 14620 元/

吨，涨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4640-14660

元/吨，均价 14650 元/吨，涨 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

锡铝锭现货价 14610-14630 元/吨，均价 14620 元/吨，涨

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4630-14650 元/

吨，均价 14640 元/吨，涨 60 元/吨，市场货源偏少，成交一

般。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4730-14750 元/吨，均价 14740

元/吨，涨 60 元/吨，中间商报价坚挺，市场成交一般。巩义

铝锭现货价 14490-14530 元/吨，均价 14510 元/吨，涨 40

元/吨，下游按需采购，成交一般。天津铝锭现货价

14600-14620 元/吨，均价 14610 元/吨，涨 30 元/吨，市场

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4600-14620 元/吨，均价 14610

元/吨，涨 4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4600-14640

元/吨，均价 14620 元/吨，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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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10 美元由于 3.5 万吨船换成 12 万吨大船，海运

费节省了 10 美金，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4.5。

印尼矿 AL:45-47%,SI:4-6%,CIF:45.5。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9 月 10 日 9 月 14 日 增减 

上海 11.1 11 -0.1 

无锡 24.1 24.7 0.6 

杭州 5.5 5.3 -0.2 

湖州 0.9 0.8 -0.1 

宁波 1.4 1.4 0 

济南 0 0 0 

佛山 17 15.7 -1.3 

海安 0.6 0.5 -0.1 

天津 4.5 4.4 -0.1 

沈阳 0.3 0.2 -0.1 

巩义 6.4 5.7 -0.7 

郑州 2.4 2.3 -0.1 

洛阳 0.5 0.6 0.1 

重庆 0.4 0.3 -0.1 

临沂 0.5 0.5 0 

常州 0.3 0.3 0 

总计 75.9 73.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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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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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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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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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下游采购企业及贸易商询价积极性

增加，持货商维持观望较多，整体市场现货成交平淡。海外

传出 Alunorte 氧化铝厂减产的消息，致使海外氧化铝供需格

局发生改变，几天之内推动海外氧化铝价格跳涨，而低价进

口氧化铝到港的减少对国内氧化铝现货市场价格亦有所提

振。短期来看，中国氧化铝现货价格维持区间震荡概率较大，

预计运行区间在 2300-240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市场观望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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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再生铝合金锭市场成交价上涨 100-200 元/

吨，江苏市场目前国标 ADC12 均价 13800 元/吨，佛山市场

国标 ADC12 14000 元/吨，重庆市场国标 ADC12 13900 元

/吨。今日再生铝合金锭市场国产成交一般，价格高涨，主要

还是原材料供应短缺，目前部分铝合金锭生产商签长单、大

单意愿不强。下游压铸企业囤货意向减少，逐渐进入按需采

购。长江价为 14610 元/吨，较昨日上涨 40 元/吨。今日铝

价收回昨日跌幅，产品加工费无明显变化，下游大多保持长

单为主，整体成交较昨日活跃。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380-440 元/吨；无锡 310-370 元/吨；包头 50-90 元/吨；

巩义 200-240 元/吨；临沂 260-300 元/吨；南昌 240-300

元/吨；兰州 140-180 元/吨，成都 220-260 元/吨。加工费

稳中小幅调整，消费地些许规格货源存有短缺迹象。市场交

易显现差异化，尚可及欠佳的声音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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