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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镍偏悲观

投资策略建议：

宏观方面，国内 3 月份官方及财新制造业 PMI 均超预期，且重回荣枯线上方，显示制

造业回暖，同时国内减税落实，降费办法公布，刺激经济预期，利好有色需求。美国

方面，ADP 和非农就业数据存在矛盾，对市场刺激加大，综合美国 3 月份经济数据来

看，偏悲观。但美联储暂停加息及缩表，改善美国经济预期，美债利率倒挂结束。同

时美暂停加息刺激国内对央行降息降准的预期，对市场心理有一定刺激。中美经过九

轮贸易谈判，目前市场预期较好，但需要警惕不利消息的释放。总体来说，宏观环境

的改善对有色有一定程度的支撑。

铜：铜精矿供应面临较多的偶发性的事件，但总体来看供应较为平稳，铜价波动主要

受需求端影响。现货方面，随着减税的落实，现货升水快速回落，由于宏观有支撑并

伴随供应稳定，铜价大幅回落概率较小，但此番铜价反弹后受阻于 50000 一线，维持

短空长多的观点。期权方面，波动率目前处在平均水平之下，建议考虑做多波动率。

铝：铝价目前维持在 13500-14000 间窄幅波动，减税之后，冶炼厂盈利改善，或刺激

停产产能复产；国内需求端仍然以按需采购为主，库存处于高位，但有小幅回落，预

计铝价区间内震荡概率较大。国外方面，挪威海德鲁氧化铝及电解铝产能偶有消息传

出，但对国内铝价影响偏小。

锌：锌精矿加工费已经攀升至高位，显示国内炼厂较为强势，精矿供应充足，新增冶

炼产能一直较预期偏低，交易所锌库存处于历史地位，现货较为紧张的状况刺激锌价

攀升。但，需求端成为锌价的压制因素，但目前宏观情绪较好，对锌需求有一定刺激。

后期主要关注需求端的恢复，建议空单参与。

镍：矿端供应方面，目前菲律宾恢复出货，港口镍矿库存高于历史同期，虽印尼出矿

不及预期，但整体镍矿供应较为充足。目前不锈钢库存处于历史高位，还是要看库存

消化情况，建议逢高空单进入。

投资咨询部

美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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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国3月财新制造业PMI今值50.80，预期 50.00，前值49.90。

2. 美国3月 ISM制造业指数今值55.30，预期 54.50，前值54.20。

3. 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初值今值-1.60%，预期-1.80%，前

值 0.10%。

4. 美国 3 月 ADP 就业人数变动(万人)今值 12.90，预期 17.50，

前值 19.70。

5. 美国 3 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万人)今值 19.60，预期 17.70，

前值 3.30。

6.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出，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降低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目前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16%

的省份，可降至 16%；实施失业保险总费率 1%的省，延长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期限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7. 当地时间 4 月 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

见正在华盛顿进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方牵头人

刘鹤。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敦促美联储降息，并停止缩表等量化紧

缩政策，上周五他也有相似言论。

→.华安点评：

宏观方面，国内 3 月份官方及财新制造业 PMI 均超预期，且

重回荣枯线上方，显示制造业回暖，同时国内减税落实，降费办

法公布，刺激经济预期，利好有色需求。

美国方面，ADP 和非农就业数据存在矛盾，对市场刺激加大，

综合美国 3 月份经济数据来看，偏悲观。但美联储暂停加息及缩

表，改善美国经济预期，美债利率倒挂结束。同时美暂停加息刺

激国内对央行降息降准的预期，对市场心理有一定刺激。

中美经过九轮贸易谈判，目前市场预期较好，但需要警惕不

利消息的释放。

总体来说，宏观环境的改善对有色有一定程度的支撑。

图：美元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人民币汇率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单位：%）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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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行业资讯

1. 秘鲁法院判处三名律师三年监禁，称因操纵当地居民道路使

用问题敲诈五矿资源。检方表示村民可以提要求，但是要依

法行事。当地居民对此表示并没有受到律师的操纵。一位居

民 Edison Vargas 表示“我们将继续斗争 36 个月”。当地社

区的领导人 Gregorio Rojas 尚无法取得联系。2018 年 Las

Bambas 铜矿生产精矿含铜 385,299 吨。

2. 【秘鲁 2 月铜产出环比下降 12.5%，至 17.6070 万吨 同比下

降 1.4%】国内第二大矿场 Las Bambas 虽然遭遇抗议，但矿场

仍然持续产出。

3. 【LME 铜库存大幅增加 3 万吨】最新数据显示，LME 铜库存大

幅增加，增加约 3 万吨，达到 19.83 万吨，增量主要来自于

韩国釜山（增加 9500 吨）和荷兰鹿特丹（增加 8100 吨）两

个仓库。

→.现货交易概况

1. 铜：市场成交维持活跃，但甩货者增多，价格打破前两日坚

挺开始下调，好铜早盘报在+180 左右，几无成交随后开始下

调，临近中午至 130 左右，平水铜从+50 开始调至+20 左右，

湿法下调并不明显维持在-50 左右，总体清明备货不多。

→.期权波动率

→.华安点评：

铜精矿供应面临较多的偶发性的事件，但总体来看供应较为

平稳，铜价波动主要受需求端影响。现货方面，随着减税的落实，

现货升水快速回落，由于宏观有支撑并伴随供应稳定，铜价大幅

回落概率较小，但此番铜价反弹后受阻于 50000 一线，维持短空

图：铜;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铜：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铜期权 30 天波动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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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多的观点。期权方面，波动率目前处在平均水平之下，建议考虑做多波动率。

图：精废铜差价（单位：元/吨） 图：铜铝比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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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行业资讯

1. 【挪威海德鲁:巴西法院将于 4 月 12 日就其氧化铝厂生产禁

令举行听证会】挪威海德鲁铝业(Norsk Hydro)公司周五表示，

巴西一家联邦法院计划于 4 月 12 日就公司旗下 Alunorte 氧

化铝厂长达一年的生产禁令举行听证会。自2018年 2月以来，

该工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一半。此前，石油泄漏导致监管机

构和法院限制了该厂的产量。海德鲁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

还没有时间表来决定是否解除限产。

2. 【海德鲁称挪威铝厂需数月恢复全部产能】挪威海德鲁

(Hydro)周二称，位于挪威卡莫伊岛的铝厂需要数月恢复全部

产能。此前的电力中断削减约 10%的产量。周一 45 个电解槽

关闭，以便剩余装置稳定运行。该厂有 288 个电解槽，产能

为 27,000 吨/年。公司发言人 Oeyvind Breivik 表示，“需

要数月而不是数周来恢复全部运营，谈论具体时间尚为时过

早。”

3. 【2 月底中国国产铝土矿库存量环比减 9.2%】2019 年 2 月底

中国国产铝土矿库存量约 1,110 万吨，环比减少约 9.2%，同

比下滑约 10.2%。数据显示，2月底山西地区国产矿库存量约

为 525 万吨，环比减少约 10.1%；河南地区库存量约为 301

万吨左右，环比下滑约 5.0%；广西地区库存量为 150 万吨左

右，环比减少约 21.1%；贵州地区库存量约为 77 万吨，环比

增加约 24.2%。

4. 【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国铝线的反补贴初裁】美国商务部初

步裁定，中国铝线缆出口商获补贴幅度高达 164.16%。终裁将

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布。

5. 【马来西亚拟定铝土矿生产出口草案】马来西亚水土和自然

资源部在新标准操作程序草案中表示表示昆坦（Kuantan）港

口管理局已经确定了矿石出口量为每月 60 万吨。

→.现货交易概况

图：铝：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铝：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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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铝：周四上海现货铝锭报价 13780-13820 元/吨，均价 1380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50 元/吨，对 1904 合约贴

水 20 元/吨-升水 20 元/吨。沪铝今早先扬后抑，整体较昨日有所走高，持货商对 4 月合约大多维持平水报价，铝

锭现货价格跟随盘价上涨，中间商接货热情尚可，下游延续按需采购，市场成交一般。

→.华安点评：

铝价目前维持在 13500-14000 间窄幅波动，减税之后，冶炼厂盈利改善，或刺激停产产能复产；国内需求端仍然

以按需采购为主，库存处于高位，但有小幅回落，预计铝价区间内震荡概率较大。国外方面，挪威海德鲁氧化铝及电

解铝产能偶有消息传出，但对国内铝价影响偏小。

图：市场价(含税):预焙阳极 图：300 系不锈钢两地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好废铝比值 图：综合平均价格指数:环渤海动力煤(Q5500K)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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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行业资讯

1. 【泰克资源与韩国锌业达成今年锌精矿加工费较上年上调

67%】行业消息人士周二称，泰克资源与韩国锌业达成的今年

锌精矿加工费较上年大涨 67%，至约每吨 245 美元，因锌矿供

应增加。两家达成的长单锌精矿加工费通常被视为业内基准

价格。中国市场现货锌精矿的加工费大约为每吨 240 美元，

而 2018 年初时大约为每吨 12.50 美元。国际铅锌研究习蛆公

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锌矿产量预计今年增加 6.4%，至 1387

万吨。

→.现货交易概况

1. 锌：周四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23150-23250元/吨，均价 232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450 元/吨，较沪锌 1904 合约贴水 50

元/吨-升水 50 元/吨，1#锌 23050-23150 元/吨，均价 231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450 元/吨，较沪锌 1904 合约贴水 150

元/吨-贴水 50 元/吨。昨日午后期锌暴涨，夜间继续走高。

今晨早间持货商报盘积极，国产普通升水较昨日午后有所下

调，但绝对价格高涨令下游采购谨慎，然小长假前依然有一

定采购需求，升水之后继续小幅下调，市场开始少量成交。

第二交易时段期锌走低，国产普通对当月合约维持在平水报

价，成交整体表现一般。

→.华安点评：

锌精矿加工费已经攀升至高位，显示国内炼厂较为强势，精

矿供应充足，新增冶炼产能一直较预期偏低，交易所锌库存处于

历史地位，现货较为紧张的状况刺激锌价攀升。

但，需求端成为锌价的压制因素，但目前宏观情绪较好，对

锌需求有一定刺激。后期主要关注需求端的恢复，建议空单参与。

图：锌：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锌：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锌精矿加工费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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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锌精矿到厂价（单位：元/吨） 图：价格:镀锌板卷（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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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行业资讯

1. 菲律宾第二大镍矿生产商全球镍铁控股公司（Global

Ferronickel Holdings）周四表示，已在 Cagdianao 矿开辟

了第三个矿区，且今年的采矿和航运季节比去年提早开始。

全球铁镍集团总裁丹特•布拉沃表示，新开采区 CAGA 3 将实现

该公司今年 25%的货运目标。

2. 【美国对华可重复使用不锈钢啤酒桶作出反补贴初裁】美国

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可重复使用的不锈钢啤酒桶作出

反补贴初裁：强制应诉企业补贴率为 15.78%-144.30%。预计

将于 8 月 13 日作出终裁。

3. 供应端镍矿方面，4 月菲律宾恢复出货，印尼装船不及预期，

但港口库存高企，利多减弱；镍铁方面，鑫海 3 月出铁 4台，

印尼金川 4 月开始烘炉，二季度国内供应集中释放。

→.现货交易概况

1. 镍：周四上海现货镍报价：103900-104900 元/吨，涨 1200 元

/吨，金川镍现货较无锡主力 1904 合约升水 1200 元/吨，较

沪镍主力 1905 合约升水 166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主力

1904 合约升水 2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5 合约升水 660 元/

吨。早盘沪镍高位震荡，盘中升幅有所收窄。现货方面，现

货价格继续上涨，令部分接货者表现观望，一些贸易商维持

出货状态，一些人则出货积极性有限，市场整体活跃度维稳，

下游按需采购，目前来看总体交投情况尚可。

→.华安点评：

矿端供应方面，目前菲律宾恢复出货，港口镍矿库存高于历

史同期，虽印尼出矿不及预期，但整体镍矿供应较为充足。

目前不锈钢库存处于历史高位，还是要看库存消化情况，建

议逢高空单进入。

图：镍：交易所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镍：升贴水（单位：元/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印尼镍矿价格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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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镍矿港口库存（单位：万吨） 图：300 系不锈钢两地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无锡废不锈钢价格（单位：元/吨） 图：硫酸镍价格（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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