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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金融数据超预期 利好有色

投资策略建议：

宏观方面，国内金融数据大幅好转，包括 M2、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均

大幅超预期，扭转市场弱势观点，利好有色需求，或刺激有色上行。同时国内出口方

面也有超预期表现，同时中美贸易继续有利好消息释放，整个宏观氛围较为乐观。

风险因素，主要有英国脱欧和美欧之间的贸易问题。

铜：铜矿供应方面继续受偶发性的事件影响，叠加国内冶炼厂新增产能的投产及计划

投产，精矿加工费继续下行，精矿供应偏紧。铜价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在需求端，有宏

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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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

铝：铝价目前维持在 13500-14000 间窄幅波动，冶炼厂因减税盈利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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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产能到目前为止一直较预期偏低，但随着加工费维持在高位，市场预期新增产能和

复产产能投产或加快，刺激锌价走弱；不过交易所锌库存处于历史地位，现货较为紧

张，且目前宏观情绪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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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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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印尼有新镍

铁产能投产，不利国内不锈钢用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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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货币供应同比今值8.60%，预期8.20%，前值8.00%。

中国 3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亿人民币)今值 16900.00，预期

12500.00，前值 8858.00。中国 3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亿人

民币)今值 28600.00，预期 18500.00，前值 7030.00。

2. 中国 3 月进口同比(按美元计)今值-7.60%，预期 0.20%，前值

-5.20%。中国 3 月出口同比(按美元计)今值 14.20%，预期

6.50%，前值-20.70%。

3. 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终值今值-1.60%，预期-1.60%，前

值-1.60%。美国 3月核心 CPI 同比今值 2.00%，预期 2.10%，

前值 2.10%。

4. 中国 3 月 CPI 同比今值 2.30%，预期 2.30%，前值 1.50%。中

国 3 月 PPI 同比今值 0.40%，预期 0.40%，前值 0.10%。中国

3 月份广义乘用车销量同比减少 12%，为连续第 10 个月下跌。

5. 美联储 3 月纪要：今年内可能无需加息，但有未来加息的空

间。欧央行按兵不动，德拉吉警告欧元区经济风险，称欧央

行准备用一切工具，未来将沟通 TLTRO 细节。

6. 欧美关税大战一触即发：美国威胁对 110 亿美元欧盟产品加

征关税，欧洲扬言报复。

7. 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顺利结束，双方决定就遗留问题

进一步磋商。

→.华安点评：

宏观方面，国内金融数据大幅好转，包括 M2、新增人民币贷

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均大幅超预期，扭转市场弱势观点，利好

有色需求，或刺激有色上行。同时国内出口方面也有超预期表现，

同时中美贸易继续有利好消息释放，整个宏观氛围较为乐观。

风险因素，主要有英国脱欧和美欧之间的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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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社报道，秘鲁土著社区 Fuerabamba 的成员本周已暂停对

五矿资源旗下 Las Bambas 铜矿附近的道路封锁。成员会开会

讨论政府关于 Las Bambas 铜矿的方案，政府和五矿资源代表

或将出席。

2. 【Las Bambas 铜矿 2 月产量环比降 35%】据秘鲁能矿部， Las

Bambas 铜矿 2 月产量 2.77 万吨，同比增 18.9%。去年 11 月

至今年 1 月该矿月均铜产量约 4.2 万吨，该矿是该国的第三

大铜矿。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8960-49150 元/吨，跌 235 元/吨，

对 1904 合约，升 20/吨-升 150 元/吨。今日市场成交活跃，

贸易商挺价，绝对价的下滑增加了些许需求，低价成交较好，

市场湿法紧缺，价格保持坚挺。好铜早盘报+150 左右临近中

午价格些许下调至+130 左右，平水铜的价格维持在+20 左右，

湿法从-30 开始报价，最低至-50。

→.期权波动率

→.华安点评：

铜矿供应方面继续受偶发性的事件影响，叠加国内冶炼厂新

增产能的投产及计划投产，精矿加工费继续下行，精矿供应偏紧。

铜价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在需求端，有宏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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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率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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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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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晚10点左右，中铝公司一列运输铝矿石的自备火车，

在专用铁路口头段冲入避难线后，脱轨倾覆压毁 1 户村民住

房。

2. 巴西贝伦市联邦法院将于4月12日举行关于海德鲁Alunorte

氧化铝厂复产的听证会，检察院与 Alunorte 方面将就其能否

安全正常运营分别提交报告，届时将有第三方参与评估。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3810-13850 元/吨，均价 1383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涨 20 元/吨，对 1904 合约贴水 20 元/

吨-升水 20 元/吨。沪铝今早震荡上行，贸易商维持对 4月合

约平水左右报价，中间商收货积极性有所提高，铝锭现货价

格随盘价小涨，下游继续按需采购，市场活跃度略好于昨，

但需求整体尚未见显著提升。

→.华安点评：

铝价目前维持在 13500-14000 间窄幅波动，冶炼厂因减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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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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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市场价(含税):预焙阳极 图：氧化铝平均价（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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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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锌精矿产量为 28.84 万吨，开工率为 63.1%，环比 2月开

工率上升了 15.5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

2. 【压铸锌合金4月订单或有概率进一步回暖】SMM4月11日讯，

进入 4 月，企业表示伴随产销旺季的来临，订单回暖概率进

一步增加，按企业生产计划，预计 4 月份压铸锌合金企业开

工率将环比增加 1.56 个百分点，录得 53.45%，较去年同期下

降 2.39 个百分点。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22590-22690 元/吨，均价 226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100 元/吨，较沪锌 1905 合月升水 90-

升水 190 元/吨，1#锌 22490-22590 元/吨，均价 22540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跌 100 元/吨，较沪锌 1904 合约贴水 10 元/吨-

升水 90 元/吨。今晨期锌弱势震荡，早间持货商报盘积极，

升水略有虚高，但之后很快主动下调。市场少量进口锌报价

升水依然较高，与国产价差并不明显。下游询盘平平，早市

国产普通锌锭市场成交集中于对 1905 合约升水 160 元/吨附

近。在第二交易时段，现货升水继续有所下跌，市场整体成

交十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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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冶炼产能到目前为止一直较预期偏低，但随着

加工费维持在高位，市场预期新增产能和复产产能投产或加快，

刺激锌价走弱；不过交易所锌库存处于历史地位，现货较为紧张，

且目前宏观情绪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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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钢统计，2019 年 3 月份国内 27 家主流不锈钢厂粗钢产

量为 243.36 万吨，环比增加 34.63%；同比增加 17.08%。印

尼 3 月份不锈钢产量为 23 万吨，全部为 300 系，环比增幅

21.05%，同比增加 21.05%。按各家钢厂排产数据计算，预计

4 月份总排产量继续维持高位。4 月总计划排产量为 243.7 万

吨，同比增幅 14.15%，环比涨幅 0.14%。印尼 4 月排产为 20

万吨，环比降幅 13.04%。

2. 华东某镍铬合金厂，并购内蒙一家公司，新增设备两台

33000KVA 矿热炉生产镍铬合金（镍 4-6，铬 14-16），正常月

产量在 8000 吨左右，主要供应上泰和浦项，一单一签制。

3. 印尼某钢厂一期镍铁项目中的第 11 台炉子于 3 月 12 日顺利

出铁，目前第 12 台炉子也已于 4 月 1 日点火，预计 4月中旬

可出铁，根据此进度，预计 2019 年 6 月份能全部投产，将实

现 15 台 RKEF 矿热炉全部达产。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镍：上海现货镍报价：101250-102100 元/吨，跌 1825 元/吨，

金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4 合约升水 12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6 合约升水 146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4 合约升水

35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6 合约升水 610 元/吨。早盘沪镍

震荡走低。现货方面，现货镍价再次下跌，由于现货镍价下

跌幅度没有期货盘面高，镍价升水小幅上涨。不过随着盘面

走势下挫，下游用家采购力度加大，贸易商表示交易情况有

所好转，市场氛围较之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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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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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印尼有新镍铁产能投产，不利国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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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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钢用镍，建议逢高空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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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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关注:

日期 国家/地区 指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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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保证，据此投资，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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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制：

何磊 分析师 F3033837 /

闫丰 首席分析师 F0251054 / Z0001643

网址：www.haqh.com

Email:tzzx@haqh.com

电话：0551-62839067

http://www.haq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