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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承压回落 现货成交依旧疲软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011 15055 14945 -25 13170 

2012 14845 14750 -55 13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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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 1870 0 

今日 Lme 铝 1891 188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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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以 14750 元/

吨收盘，下跌 55 元,跌幅为 0.37%。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

报价 1883.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83，低于

上一交易日 7.89，上海期铝跌幅大于伦敦市场。全部合约成

交 210980 手,持仓量减少 6510 手至 318685 手。主力合约

成交 136012 手,持仓量减少 5494 手至 131436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冲高回落后回弹企稳，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

主流成交价在 15070-15110 元/吨，均价 15090 元/吨，市

场持货商积极甩货，货源供应充裕，贸易商及下游畏高情绪浓，

现货升水小幅走弱，整体交投寥寥。华南市场现货价格

14900-14920 元/吨，均价 14910 元/吨，市场初始报贴 30

为主，接货方压价接货，成交量一般。第二阶段持货报价贴水

50 元/吨为主，随盘面回升，贴水未继续扩大。今日华南地区

接货方买兴略有好转，成交量有所回升。预计明日铝价将延续

弱势震荡下行。 

 

 

 

 

行业热点 

【云铝股份：以 5.39 亿元成功竞买山东华宇 13.5 万吨电解铝

产能指标】 

11 月 3 日晚公告，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竞拍山东华宇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3.5 万吨电解铝

产能指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世纪铝业三季度原铝出货量 20.3 万吨 同比上涨 2%】 

世纪铝业发布三季度运营数据显示，三季度公司原铝出货

量为 203,022 吨，二季度为 210,309 吨，环比下滑 3%；同比

上涨约 2%。 

 

【香港 10 月 PMI 升至 49.8 创逾两年半新高】 

  新华财经香港 11 月 4 日电（记者张欢）指数编制机构

IHSMarkit4 日公布，香港 10 月采购经理指数(PMI)由 9 月 47.7

的水平升至 49.8，创逾两年半新高，虽然仍位于荣枯线（50）

以下，不过反映香港营商环境转稳。  

 

【中国宣布新设 10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 

  中新社上海 11 月 4 日电(记者李晓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启幕前夕，中国 4 日公布新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名单。这是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又一举措。去年第二届进博

会期间，中国曾明确提出要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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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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0 160 -30 10 

无锡 15060 160 -30 10 

杭州 15060  160 -30 10 

佛山 14900 0 -190 -150 

沈阳 15120 220 30 70 

天津 15090 190 0 40 

巩义 14980 80 -110 -70 

临沂 15090 190 0 40 

重庆 14980 80 -110 -7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5050-15070 元/吨，均价 15060 元/

吨，跌7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5080-15100

元/吨，均价 1509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

锡铝锭现货价 15050-15070 元/吨，均价 15060 元/吨，跌

70，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5050-15070 元/吨，均价

15060 元/吨，跌 8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佛山铝锭现货成

交价 14890-14910 元/吨，均价 14900 元/吨，跌 110 元/吨，

市场按需采购，成交一般。巩义铝锭现货价 14960-15000，

均价 14980 元/吨，跌 20 元/吨，下游畏高，成交平平。天津

铝锭现货价 15080-15100 元/吨，均价 15090 元/吨，跌 4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5110-15130 元/吨，

均价 15120 元/吨，跌 3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4980-15020，均价 15000 元/吨，跌 20 元/吨，市场按需采

购，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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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5 美金/吨。印

尼矿 AL:45-47%,SI:4-6%,CIF:45 美金/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10 月 29 日 11 月 2 日 增减 

上海 10.6 10.5 -0.1 

无锡 19.1 18.5 -0.6 

杭州 5 4.8 -0.2 

湖州 0.3 0.2 -0.1 

宁波 1.8 1.7 -0.1 

济南 0 0 0 

佛山 19.3 19.1 -0.2 

海安 0.6 0.4 -0.2 

天津 4.4 4.4 0 

沈阳 0.4 0.4 0 

巩义 3.5 3 -0.5 

郑州 2.3 2.3 0 

洛阳 0.6 0.6 0 

重庆 0.3 0.3 0 

临沂 0.5 0.5 0 

常州 0.2 0.2 0 

总计 68.9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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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维稳为主。山西

2260~2300 元 / 吨 ， 河 南 2280~2300 元 / 吨 ， 山 东

2260~2300 元/吨，广西 2310~2350 元/吨。部分电解铝企

业原料库存偏紧，除了履行正常的长单以外，部分电解铝企

业开始采购现货补充原料库存。受近期海外供应增加以及人

民币升值的影响，海外氧化铝价格维持低位震荡运行，部分

电解铝企业将采购需求转至港口的低价现货，这也致使部分

持货商悲观情绪较浓，择机低价抛售，间接打压国内氧化铝

现货价格。短期来看，预计维持区间震荡概率较大，预计运

行区间在 2280-2350 元/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市场持稳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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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地区均价持平，

江苏 14500 元/吨，佛山 14700 元/吨，重庆 ADC12 均价

14600 元/吨，浙江 14500 元/吨。北方再生铝企业普遍因环

保而面临限产、停产，而南方再生企业仍正常生产，订单尚

可，下游企业按需采购。进口铝合金锭现货紧缺，市场成交

价普遍在 13900-14000 元/吨。原生铝合金市场：今日长江

价为 15090 元/吨，较昨日大涨之后小幅回调 50 元/吨。今

日各地区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为：浙江 15700 元/吨；江苏

15690 元/吨。今日原铝价格小幅回调，中间商依然保持积极

出货，加工费维持不变，下游按需采购。  

铝棒： 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290-390 元/吨；无锡 250-330 元/吨；包头 50-90 元/吨；

巩义 260-300 元/吨；临沂 280-320 元/吨宣城 320-380 元/

吨。加工费变动不大。据持货商反馈普遍出货不畅，下游买

兴不佳，市场交投整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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