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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地区电解铝升贴水情况

地区 均价 上期所 长江 南储

上海 16010 -150 -10 -40

无锡 16000 -160 -20 -50

杭州 16020 -140 - -30

佛山 16070 -90 +50 +20

沈阳 16060 -100 +40 +10

天津 16040 -120 +20 -10

巩义 15920 -240 -100 -130

临沂 16060 -100 +40 +10

重庆 15990 -170 -30 -60

粤对沪升贴水走势图

国内主流地区现货库存图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

地区 10月12日 10月16日 变化量

上海 29 29.4 0.4

无锡 56.4 58 1.6

杭州 6 6.8 0.8

佛山 41.1 42.2 1.1

天津 5.4 5.4 0

沈阳 0.3 0.4 0.1

巩义 10.4 9.9 -0.5

重庆 3.2 3.5 0.3

临沂 1.6 1.5 -0.1

总计 153.4 157.1 3.7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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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行情】

【进口铝土矿】进口铝土矿价格行情;进口铝土矿现货含税到港价：青岛港，

Al:46%，Si:8%报 321,来自澳大利亚的高温矿；日照港 Al:48%，Si:5%报 406，

来自几内亚；龙口港 Al:50%，Si:3%报 446,来自加纳；澳大利亚 Al:52-55%，

Si:2-6%报 47；印度 Al:46-48%，Si:6-7%，报 40；马来西亚 AL:40%,SI:3%,

报 41,（美元/吨）AL:46%,SI:5%,CIF:45.

【国产铝土矿】国产铝土矿价格行情：阳泉市场 A/S:4.5 报价 320；A/S:5.5

报价 350（到厂不带票）；AL:60%,SI:8%，不含税出厂价 440；百色市场

Al:60-65%，Si:9-11%报价 220，涨跌情况：平；贵阳 Al:60-65%，Si:9-11% 报

价 220，涨跌情况：平水；三门峡 Al:55-60%，Si:12-13%报价 330，涨跌情况：

平（不含税到厂价）

【氧化铝】今日氧化铝现货大部分地区报价较上周国内价格震荡上行，贸易

商、采购出货市场缓慢。价格从区域上看，山西地区氧化铝现货成交区间为

3760-3800元/吨，+70；山东地区氧化铝现货成交价格区间为3740-3800元/吨，

+50.厂家惜售货物；河南地区氧化铝成交区间为3760-3800元/吨，+70。广西

地区现货成交价格为3560-3600元/吨，+20。连云港地区区间成交价为

3790-3830元/吨。市场氧化铝短期之内保持震荡概率偏大。

【电解铝】上海铝锭现货成交价15990--16030元/吨，均价16010元/吨，跌50

元/吨，市场整体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价15980-16020元/吨，均价16000

元/吨，跌50元/吨，市场商家出货积极，成交平稳；杭州铝锭现货价

16020-16040元/吨，均价16020元/吨，跌30元/吨，下游逢低采购，成交有所

回暖；临沂地区铝锭现货价16040-16080元/吨,均价16060元/吨，跌20元/吨，

对当月贴水120，成交一般；天津铝锭现货价16020-16060元/吨，均价16040

元/吨，跌20元/吨，对当月贴水140，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16040-16080

元/吨，均价16060元/吨，跌30元/吨，对当月贴水120，成交一般；巩义铝锭

现货价15900-15940元/吨，均价15920元/吨，跌40元/吨，期铝当月贴水270

元，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15970-16010元/吨，均价15990元/吨，跌50

元/吨，当月贴水200元，成交略有好转；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16050-16090元

/吨，均价16070元/吨，跌50元/吨，市场表现相对活跃。

【铝合金锭】今日国内电解铝价格小幅下跌，长江现货价16020元/吨。今日

各地区ADC12价格趋于平稳，广东肇庆大正铝业今日出厂报价16500元/吨。江

苏怡球国标ADC12出厂报价16600元/吨。江西保太今日报价出厂15800元/吨。

各地区废铝采购压力偏紧，进口碎铝货源稀少，持货商有捂货意识。浙江、

江苏等地区有企业陆陆续续复产，各企业订单分部趋于均衡，供应有所缓解。

重庆地区出厂均价16000元/吨，其中以顺博为主，市场供应有所缓解。山东

百斯特铝业今日出厂报价15900元/吨。河南盛世中鼎铝业今日出厂报价15900

元/吨。原铝系合金锭价格较昨天小幅下跌，厂商报价多以周均价或者月均价

为主。加工费方面，企业出厂报价多以电解铝加加工费为主，加工费暂无变

化。

内容指导：温晓红 内容主编：李旬、张玲玲、方艺静、佟以来、王粉婷 021-26093260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9397.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159.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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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1711 16310 15990 -330 72464

1712 16410 16080 -345 44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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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8.5 2142 +6

今日 Lme 铝 2146 2128 -14

（备注：亚洲时段 LME 铝价为当日 SHFE 收

盘 15：00 实盘价）

【国内期货市场】

上海期铝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跌。主力

12 月合约，以 16080 元/吨收盘，下跌 345

元,跌幅为2.10%。全部合约成交707244手,

持仓量增加 12410 手至 937630 手。主力合

约成交444652手,持仓量减少72手至4589

12 手。

【国外期货市场】

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铝报价 2128.00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56，

低于上一交易日 7.64，上海期铝跌幅大于

伦敦市场。

【铝棒】今日国内各主流地区 6063 铝棒加工费整体维稳运行，未见有明显的

调价举措，同时个别地区高低值跨度依旧较大。成交情况，目前市场整体交

投一般，持货商积极对外报价出货，而下游企业则维持按需采购原则，基本

无过多的拿货行为。

【氟化铝】国内氟化铝综合报价10200-10500元/吨，再度突破近年万元高价，

氟化铝行业迎来消费旺季。送至新疆、内蒙高达11000元/吨。就现市场向好

涨势来看年底突破1万2指日可待。本轮氟化铝价格上调主要是由成本上行支

撑，环保对于萤石督查影响持续，供应依然紧张，由于原料方面的紧张和近

期价格上调使得成本增加，再加上十九大的召开对于氟化铝开工影响，市场

供应能力减弱，后市或将伴随有钱难寻货的情况。同时下游铝厂需求增加，

备货情绪积极。供应和原料的双重因素下，预计氟化铝后市上涨动力大，涨

幅在200-300元/吨左右。

【宏观视点】

央行今日进行30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净投放2700亿元 10月18日，中国央行

进行16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14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逆回购到期300

亿，MLF到期2275亿元。央行今日公开市场净投放2700亿元。

美国工业产值回升 市场情绪积极 美联储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工业生产比

前一个月增加了0.3%，这与预期符合，同8月份0.7%的跌幅相比，后者从最初

的0.9%下调。

【行业视点】

昆士兰铝土矿公司南约翰斯通铝土矿项目获采矿许可证 昆士兰铝土矿公司

宣布，南约翰斯通铝土矿项目已得到自然资源和矿产部(DNRM)正式批准，获

取采矿许可证(MDL)。该项目交通便利，铁路贯穿矿区，毗邻港口通向亚洲市

场，运营成本低廉。昆士兰铝土矿公司系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专注昆士兰州

和新南威尔士州的铝土矿勘探和开发。

魏桥创业副董事长：限产让铝行业进入了更加有序的状态 近日，山东魏桥

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波就目前我国铝行业的发展形势交流了自己的

看法。他说，国家前期实施的限产政策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主要是为了抑制铝行业产能的高速增长，使铝产业发展与消费相匹配。在过

去几年中，铝行业经历了最困难的一段低谷期，在这个时期，一些有能力、

有实力的企业继续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这是由于铝行业市场未来的潜力

还很大以及中国市场需求的增长。此次我国限产政策实施后，将推动先进产

能替换老旧产能和中国对铝需求的增长，促使中国铝工业处于一个供需平衡

的状态。

【综述总结】
今日沪铝主力1712合约走势大幅下跌，日内交投于16060-16415元/吨，尾盘收至16080元/吨，日跌2.1%。期铝大幅下跌，现

货铝价下跌明显。持货商积极出货，中间商以为下游接货为主，下游企业逢低采购积极，市场整体表现活跃。短期来看，铝

价弱势震荡概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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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

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

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

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

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

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

告。

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

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

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

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

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

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损失负任何

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

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

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

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本团

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

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铝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

网铝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

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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