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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累库或不及预期 现货铝价强势上涨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3 15630 15780 +325 176832 

2104 15520 15740 +340 12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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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2019 24.5 

今日 Lme 铝 2017 202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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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主力合约 2103，以

15780 元/吨收盘，上涨 325 元,涨幅为 2.10%。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价 2024.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80，高于上一交易日 7.76，上海期铝涨幅大于伦敦市场。

全部合约成交 365219 手,持仓量增加 19226 手至417375 手。

主力合约成交 176832 手,持仓量减少 3483 手至 171227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再度上行，社库继续增加，市场整体成交平淡。

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在 15560-15600 元/吨，华东现货

价格多报贴 30~10 元，市场交投也比较好，主要是接货供长

单为主，后期随着流通货源减少，价格由贴水转为升水，成交

随之转差，下游厂家基本离场放假，整体成交一般。华南地区

铝锭主流成交价在 15610-15630 元/吨，均价 15620 元/吨，

市场整体成交有限，临近春节中间商接货意愿逐渐降低，下游

多保持观望。国内期货市场有色金属整体回升，沪铝也随之上

涨，预计明日现货铝价震荡偏强。 

 

 

 

 

行业热点 

【欧洲铝买家开始为低碳铝产品额外付费】 

外媒 2 月 6 日消息：众多铝生产商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兜售环境友好型冶炼工艺，认为那才是铝冶炼行业的未来。据

研究机构 Harbor Intelligence，本周，欧洲市场上，多笔所谓

“绿色铝”铸坯及铸造产品的成交价较标准售价出现溢价。 

 

【英国智库：中国铝业必须关闭低效煤电，以实现气候目标】 

英国气候问题智库 Ember 表示，中国铝业必须在未来十

年内关闭相当于整个德国的专用煤炭发电产能，以便中国能否

实现碳承诺目标。  

 

【央行开展 1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 2.20%】 

 中新网 2 月 8 日电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年春节前居民提现

需求明显少于往年，同时节前财政支出增加较多。为维护春节

前流动性平稳，2021 年 2 月 8 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

展了 11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河北省已有 11898 家工业企业开工生产 开复工率达

87.3%】 

   中新网石家庄 2 月 7 日电(李晓伟)2 月 7 日 16 时，河北

省召开第十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据河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龚晓峰介绍，截至 2 月 5 日，河

北省已有 11898 家工业企业开工生产，开复工率 87.3%。龚晓

峰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河北省精准有序推动重点

地区企业复工复产。 



 

 

中国铝市场报告 

 

 

2021 年 2 月 8 日 星期一 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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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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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0 -40 -20 -70 

无锡 15560 -40 -20 -70 

杭州 15600 0 20 -30 

佛山 15630 30 50 0 

沈阳 15530 -70 -50 -100 

天津 15510 -90 -70 -120 

巩义 15370 -230 -210 -260 

临沂 15530 -70 -50 -100 

重庆 15570 -30 -10 -6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5550-15570 元/吨，均价 15560 元/

吨，涨 110，市场按需采购；临沂铝锭现货价 15510-15550

元/吨，均价 15530 元/吨，持平，市场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

货 15550-15570 元/吨，均价 15560 元/吨，涨 110，市场成

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5590-15610 元/吨，均价 15600

元/吨，涨 110，市场按需采购；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5620-15640 元/吨，均价 15630 元/吨,涨 130,成交一般；

巩义铝锭现货价 15350-15390 元/吨，均价 15370 元/吨，涨

60 元/吨，采购商按需采购，成交较差；天津铝锭现货价

15500-15520 元/吨，均价 15510 元/吨，涨 30 元/吨，市场

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5520-15540 元/吨，均价 15530

元/吨，涨 4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5550-15590

元/吨，均价 15570 元/吨，涨 110 元/吨，临近春节，市场成

交不活跃。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6

美元/吨。印尼矿 AL:45-47%,SI:4-6%,CI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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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4 日 2 月 8 日 增减 

上海 9.6 9.7 0.1 

无锡 24.4 25.4 1 

杭州 5.2 6 0.8 

湖州 0.4 0.6 0.2 

宁波 2 2 0 

济南 0.2 0.3 0.1 

佛山 16.1 16.6 0.5 

海安 0.4 0.6 0.2 

天津 4.2 4.3 0.1 

沈阳 0 0.1 0.1 

巩义 8.5 9.2 0.7 

郑州 0.5 0.6 0.1 

洛阳 0.1 0.1 0 

重庆 0.3 0.4 0.1 

临沂 0.8 0.9 0.1 

常州 0.4 0.5 0.1 

总计 73.1 77.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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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主流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小幅回调。山西

2370~2410 元 / 吨 ， 河 南 2370~2410 元 / 吨 ， 山 东

2370~2400 元/吨，广西 2380~2420 元/吨，贵州地区

2330~2370 元/吨。进入 2 月份以来，物流运输对北方氧化

铝运输影响程度有所下降，氧化铝流通紧张局面缓解将减弱

对氧化铝价格的支撑作用。而且，春节前下游铝冶炼厂冬季

备货工作基本结束，继续介入市场情绪明显下降。据我的有

色网调研：节前氧化铝价格大概率维持区间偏弱震荡运行，

预计价格运行区间在 230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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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氟化铝市场

波动不大，持货商挺价出售，原料氢氟酸价格高位运行，下

游厂家按需采购，预计短期内中国氟化铝价格持稳运行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8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主流地区均价较上

周五持平，江苏市场目前国标 ADC12 均价 16100 元/吨；佛

山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6300 元/吨；重庆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6200 元/吨；江西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为 16100 元/

吨；浙江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6100 元/吨。市场整体成交

清淡，再生铝厂及贸易商，下游压铸企业多已放假。原生铝

合金市场：今日长江价为 15580 元/吨，较上周五价格上涨

100 元。今日各地区铝合金锭 A356.2 价格为：浙江地区均价

为 16280 元/吨。今原铝价格上涨，中间商正常出货，主要是

供长单客户，散户基本不接单，市场成交清谈。 

铝棒：8 日 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160-240 元/吨；无锡 140-240 元/吨；包头 0-40 元/吨；巩

义 270-310 元/吨；临沂 200-260 元/吨；宣城 260-340 元/

吨。市场零星报价，买卖双方纷纷放假离市，交投氛围冷清，

难见实质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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