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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震荡下跌 现货升水转弱 

期货市场 

SHFE 

合约 开盘 收盘 涨跌 成交量 

2101 16180 15805 -300 55478 

2102 15975 15565 -360 17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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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今日 Lme 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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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综述 

上海期铝价格震荡下跌。主力合约 2102，以 15565 元/

吨收盘，下跌 360 元,跌幅为 2.26%。当日外盘休市。全部合

约成交 308513 手,持仓量减少 1989 手至 324628 手。主力

合约成交 178558 手,持仓量增加 5813 手至 117590 手。 

明日观点  

今日铝价震荡下跌，现货方面，华东地区铝锭主流成交价

在 16170-16210 元/吨，均价 16190 元/吨，对沪铝 01 合约

的收盘卖价升 225-升 265 元/吨，铝锭现货库存再次小幅累

库，市场流通货源充足，长单新周期的第一天工作日，商家积

极出货，但实际成交不畅，接货意愿较弱，整体成交一般。华

南市场现货价格 16320-16400 元/吨，对沪铝 01 合约收盘价

升水 375-455 元/吨。市场升水回落幅度较大，流通货源较多，

接货方买兴弱，下游观望为主，整体成交较差。预计明日铝价

仍存下跌空间。 

 

 

 

 

 

 

行业热点 

【华云新材料三期 42 万吨电解铝产能置换方案】 

《包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变更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

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电解铝产能置换方案的报告》 

 

【全球铝生产创下新纪录】 

2020 年 11 月份，全球原铝产量 547.1 万吨，比去年同期

增长 4.1％，日均产量达到 18.24 万吨，创下行业历史新纪录。 

 

【野村：美国国债将下跌，因疫情纾困法案引燃复苏希望】 

   野村证券资深利率策略师 NaokazuKoshimizu 称，由

于美国疫情纾困法案料将支持经济复苏，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

将呈熊陡走势。鉴于该法案仅仅能够抵消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

行动限制措施所产生的影响，单靠该法案可能不足以把 10 年

期国债的收益率可持续地推高至 1%以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加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顶层

设计】 

  新华财经北京 12 月 28 日电（记者余蕊）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央网信办等四部委 28 日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快构建全

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范围内数据中心形成布局合理、绿色集约的基础设施

一体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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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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0 390 -20 -250 

无锡 16180 400 -10 -240 

杭州 16190  410 0 -230 

佛山 16400 620 210 -20 

沈阳 16190 410 0 -230 

天津 16200 420 10 -220 

巩义 16110 330 -80 -310 

临沂 16200 420 10 -220 

重庆 16250 470 60 -170 

上海铝锭现货价 16160-16180 元/吨，均价 16170 元/

吨，跌 1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临沂铝锭现货价

16180-16220 元/吨，均价 16200 元/吨，跌 120 元/吨，市

场成交一般；无锡铝锭现货 16170-16190 元/吨，均价 16180

元/吨，跌 1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杭州铝锭现货价

16180-16200 元/吨，均价 16190 元/吨，跌 150 元/吨，市

场按需采购；佛山铝锭现货成交价 16390-16410 元/吨，均价

16400 元/吨，跌 160 元/吨，新一轮长单待执行，成交一般；

巩义铝锭现货价 16090-16130 元/吨，均价 16110 元/吨，跌

120 元/吨，下游限产采购意愿不佳，成交较差；天津铝锭现

货价 16190-16210 元/吨，均价 16200 元/吨，跌 120 元/吨，

市场成交一般；沈阳铝锭现货价 16180-16200 元/吨，均价

16190 元/吨，跌 120 元/吨，成交一般；重庆铝锭现货价

16230-16270 元/吨，均价 16250 元/吨，跌 120 元/吨，接

货商采购意愿不佳，成交较差。 

上游市场 

铝土矿：进口矿方面：几内亚矿 AL:43-45%,SI:2-3%,CIF:42

美元/吨。印尼矿 AL:45-47%,SI:4-6%,CIF:44.5 吨。澳洲市场

三水铝土矿 Al:48-50% Si:8-10%价格 42 美元/吨。 

每周现货库存情况（万吨） 

地区 12 月 24 日 12 月 28 日 增减 

上海 10 9.9 -0.1 

无锡 19.2 20.7 1.5 

杭州 5.3 5.4 0.1 

湖州 0.1 0.1 0 

宁波 1.8 1.9 0.1 

济南 0 0 0 

佛山 12.2 12.2 0 

海安 0.5 0.5 0 

天津 4 4 0 

沈阳 0.2 0.2 0 

巩义 4.1 3.5 -0.6 

郑州 0.8 0.6 -0.2 

洛阳 0.2 0.2 0 

重庆 0.3 0.2 -0.1 

临沂 0.4 0.4 0 

常州 0.2 0.2 0 

总计 59.3 6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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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部分地区氧化铝现货指导成交价企稳。山西

2340~2380 元 / 吨 ， 河 南 2350~2390 元 / 吨 ， 山 东

2340~2380 元/吨，广西 2260~2290 元/吨，贵州地区

2260~2300 元/吨。从近期的市场成交来看，短期氧化铝上

涨动力略显不足。虽然北方地区部分企业受环保检查的影响，

厂内现货库存较低，流通的现货偏紧，厂家报价上移。但下

游企业及贸易商谨慎观望较多，实际成交清淡。南方地区各

厂家报价小幅反弹之后趋稳，库存也维持在正常水平。并且

北方地区部分企业陆续有复产的迹象，所以短期价格上行动

力匮乏，但下行空间有限。预计运行区间在 2250-2450 元/

吨。 

氟化铝：中国氟化铝价格持稳运行。各地区报价：甘肃

8400-8700 元/吨，湖南 8200-8500 元/吨。氟化铝持货商挺

价出售，原料氢氟酸价格上行，氟化铝价格获得支撑，下游

厂家按需采购，预计后期中国氟化铝价格震荡上行为主。 

下游市场 

铝合金锭：28 日再生铝合金锭国标 ADC12 地区均价较上周

下跌 100 元/吨，江苏市场目前国标 ADC12 均价 16300 元/

吨；佛山市场国标 ADC12 均价 16500 元/吨。受原材料价格

下跌影响，下游压铸企业纷纷压价采购，另山东地区因重污

染环保普查，当地再生铝企业因此限停产而货源稍显紧缺，

浙江地区因为限气限电原因部分小型压铸厂提前减产。原生

铝合金市场：今日长江价为 16190 元/吨，较上周五价格回落

120 元。今原铝价回落，下游询价意愿增强，产品加工费小

幅上调；午后盘面大幅回落，市场成交冷清。 

铝棒：今日主流地区铝棒加工费（仓库/厂内自提）：佛山

200-300 元/吨；无锡 220-320 元/吨；包头 0-40 元/吨；巩

义 260-300 元/吨；临沂 250-300 元/吨；南昌 350-400 元/

吨。加工费整体低位运行，交易时段仍显频繁调价变动。市

场交易整体表现不佳，调价后仍难有作为，出货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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