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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回归理性 有色或偏弱运行

投资策略建议：

宏观方面，国内经济金融数据好转，一季度 GDP 小幅好于预期，带来市场对政策进一

步干预市场预期的扭转，对降准的预期回落，虽然整个宏观氛围较为乐观，但预期的

回归或对有色有一定打击。国外方面，美欧之间的贸易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同时

欧洲经济数据较为不乐观，德国 PMI 持续萎缩，有色需求端有一定压力。

铜：上周铜矿方面遭遇偶发性的事件较小，五矿资源旗下 Las Bambas 铜矿的道路运

输已恢复正常，总体来说，精矿供应稳定。但国内冶炼厂新增产能的投产及计划投产，

导致精矿加工费继续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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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合约铝价向上突破 14000，给予多头一定信心。社会库存库存仍然处于高位，

但有小幅回落；铝材出口攀升给铝价带来一定支撑，但冶炼企业因减税带来的利润改

善，或刺激产量增加，预计铝价小幅震荡概率较大，短期内或受阻于 145000。

锌：锌精矿加工费已经攀升至高位，精矿供应充足且还有增加的趋势，预期在高位加

工费的刺激下新增产能和复产产能投产或加快，同时 LME 库存连续多日增加，预期锌

价仍然有走跌的可能；不过交易所锌库存处于历史低位，现货较为紧张，值得注意；

需求端因环保对镀锌行业的影响，需求利好不大，建议空单参与。

镍：矿端方面，目前随着菲律宾的恢复供货，港口库存仍然处于高位，同时国外仍有

新增供应，整体来看供应端压力不大。相反，不锈钢库存还维持在高位，去化乏力，

镍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还在消费端，目前主力合约维持在 99000 附近，看多风险较大，

建议还是空单参与。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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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国一季度 GDP 同比今值 6.40%，预期 6.30%，前值 6.40%。

2. 中国 3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今值 8.70%，预期 8.40%，

前值--。

3. 中国 3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今值 8.50%，预期 5.90%，

前值--。

4. 德国4月制造业PMI初值今值44.50，预期 45.00，前值44.10。

5. 中国央行一季度例会增加“保持战略定力”描述，强调把好

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提到 M2 和社融增速要与名

义 GDP 增速匹配，新增“推进利率等关键领域改革”措辞，

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

6. 【欧盟拟从 220 亿美元总值的美国商品中挑选征税对象】美

国总统特朗普 9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世界贸易组织

发现欧盟向空客公司提供的补贴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美国

将对价值约 110 亿美元的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华安点评：

宏观方面，国内经济金融数据好转，一季度 GDP 小幅好于预

期，带来市场对政策进一步干预市场预期的扭转，对降准的预期

回落，虽然整个宏观氛围较为乐观，但预期的回归或对有色有一

定打击。国外方面，美欧之间的贸易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同

时欧洲经济数据较为不乐观，德国 PMI 持续萎缩，有色需求端有

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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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国启动 30 万吨/年电解铜项目 】广西南国铜业于 4

月 10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其第二阶段30万吨/年的电解

铜二期项目，4 月 14 日上午，南国铜业一期 30 万吨铜项目顺

利产出阳极铜。

2. 【中国 3 月铜精矿进口环比下降】中国 3 月进口铜精矿 177

万吨，同比增加10.6%。中国 3月进口未锻轧铜及铜材391,000

吨，环比增 25.7%，较上年同期的 430,000 吨则增加 26.5%。

3. 【五矿资源旗下 Las Bambas 铜矿的道路运输已恢复正常】据

彭博社报道，五矿资源与当地土著社区最终达成协议。当地

土著社区同意清除路障，五矿资源可以正常从 Las Bambas 铜

矿向外运输铜精矿，同时燃料运输也已恢复正常。

4. 【印度最高法院驳回韦丹塔请求 不允许其对铜冶炼厂进行

维修】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最高法院对韦丹塔（Vedanta）的

听证会做出裁决，不允许韦丹塔（Vedanta）对旗下位于泰米

尔纳德邦，年产量 40 万吨的铜冶炼厂进行维修。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9340-49560 元/吨，跌 160 元/吨，

对 1905 合约，升 10/吨-升 120 元/吨。今日市场供大于需，

出货者众多，价格下调较明显，早盘好铜报在+120 左右临近

中午调至+90 附近，平水铜由+30 调至+10 左右，湿法报价坚

挺，但实际成交价较低，临近中午至-100 附近，市场整体货

源充足。

→.期权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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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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点评：

上周铜矿方面遭遇偶发性的事件较小，五矿资源旗下 Las Bambas 铜矿的道路运输已恢复正常，总体来说，精矿供

应稳定。但国内冶炼厂新增产能的投产及计划投产，导致精矿加工费继续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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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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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3 月出口未锻轧铝及铝材大幅攀升】中国 3 月出口未

锻轧铝及铝材（包括原铝、铝合金及半成品铝制品）546,000

吨，较 2月的两年低位 340,000 吨大幅攀升 59%，为第二纪录

高位，较上年同期的 452,000 吨则增加 21.3%。1-3 月，中国

累计出口未锻轧铝及铝材 1,441,000 吨，同比增加 13.6%。

2. 【2019 年国内氧化铝预计新增产能 390 万吨】SMM：2019 年

国内氧化铝预计新增产能 390 万吨，2018-2021 年海外新建和

复产氧化铝项目合计 1120 万吨其中 2019 年预计 585 万吨。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4030-14070 元/吨，均价 1405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40 元/吨，对 1905 合约贴水 20 元

/吨-升水 20 元/吨。沪铝今早偏强震荡运行，贸易商对 5 月

合约报平水左右出货，铝锭现货价格续升，中间商交投活跃

度一般，网价公布后，贸易商对网价报减 20~减 10 左右出货，

近日铝锭期现货价格连续上升，下游逢高接货意愿有限，但

适逢周末略有按需备货，整体成交尚可。

→.华安点评：

主力合约铝价向上突破 14000，给予多头一定信心。社会库存

库存仍然处于高位，但有小幅回落；铝材出口攀升给铝价带来一

定支撑，但冶炼企业因减税带来的利润改善，或刺激产量增加，

预计铝价小幅震荡概率较大，短期内或受阻于 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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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国内锌精矿产量继续录得增加 然或较不及去年同期】

SMM4 月 12 日讯，进入 4月，伴随天气进一步回暖，部分北方

地区的矿山产量得到进一步恢复，贡献部分增量。但江苏地

区化工爆炸事件使得该地区因炸 药运输以及使用受到一定

限制，影响该地区出矿量，同时陕西地区自然保护区环保和

内蒙地区安全检查也不同程度影响部分矿企的产量，整体来

看，4 月计划产量或不及去年同期。

2. 【WBMS：2019 年 1-2 月全球锌市场供应缺口 3.68 万吨】世界

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2019 年 1-2 月全球

锌市场供应缺口 3.68 万吨，而去年全年为供应过剩 7.16 万

吨。1-2 月报告库存减少 4.6 万吨，此间上海报告库存净增加

0.75万吨。1月和 2月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仓库库存均下滑，

较去年 12月水平减少 6.45万吨。LME 库存占全球总量的 13%，

大部分存在美国仓库中。2019 年 1-2 月全球精炼锌产量下滑

5%，消费量同比下滑 1.3%。日本表观需求量为 8.48 万吨，较

2018 年 1-2 月增加 2.6%。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21830-21930 元/吨，均价 2188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40 元/吨，较沪锌 1905 合月升水 60-

升水 160 元/吨，1#锌 21730-21830 元/吨，均价 21780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跌 40 元/吨，较沪锌 1904 合约贴水 40 元/吨-

升水 60 元/吨。昨日夜间期锌低开高走，今晨第一交易时段

小幅下行，之后再次上扬。现货市场升水报价回吐昨日午后

涨幅，国产普通对 1905 合约升水报价 110-130 元/吨，下游

询盘表现一般，采购心态转为谨慎。第二交易时段升水变化

不大，市场成交较昨有所转淡。

→.华安点评：

锌精矿加工费已经攀升至高位，精矿供应充足且还有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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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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期在高位加工费的刺激下新增产能和复产产能投产或加快，同时 LME 库存连续多日增加，预期锌价仍然有走

跌的可能；不过交易所锌库存处于历史低位，现货较为紧张，值得注意；需求端因环保对镀锌行业的影响，需求利好

不大，建议空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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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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 | 策略报告

10

∟.镍

→.行业资讯

1. 【WBMS：2019 年 1-2 月全球镍市场供应过剩 1.64 万吨】世界

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2 月全球

镍市场供应过剩，表观需求超过产量 1.64 万吨。2018 年全年

供应过剩量为8.8万吨.2月末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持有的报

告库存较去年年末减少 0.96 万吨。2019 年 1-2 月全球精炼镍

产量总计为 34.21 万吨，需求量为 3.257 万吨。2019 年 1-2

月全球矿山镍产量为 34.5 万吨，较去年增加 2.3 万吨。

2. 【法国 Eramet 公司旗下 SLN 镍项目获准出口镍矿石】法国矿

业公司 Eramet 周二表示，其 SLN 镍项目已获得来自新喀里多

尼亚政府的支持，批准其出口镍矿石。

3. 【Munali 镍矿生产恢复】英国联合镍业有限公司(CNM)周二重

启 Munali 镍矿运营。该矿位于赞比亚，预计今年 4季度镍精

矿产量将稳步增加到 60,000 吨/年，品味为 10%-12%。该矿现

有工人 380 名，推断资源量为 360,000 吨，品味 0.84%，测定

和指示资源量为 565 万吨，品味 1.01%。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镍：今日上海现货镍报价：100000-101600 元/吨，跌 850 元/

吨，金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5 合约升水 2500 元/吨，较沪镍主

力 1906 合约升水 245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5 合约升

水 9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6 合约升水 850 元/吨。早盘沪

镍弱势震荡，盘中跌幅逐步收缩。现货方面，市场货源稍有

增多，进口镍到港传言市场中发酵，目前升水滞涨，金川镍

接单增多，升水提升，不过有商家表示短期消费总体仍显偏

弱。早盘升水偏低成交依旧畅通。

→.华安点评：

矿端方面，目前随着菲律宾的恢复供货，港口库存仍然处于

高位，同时国外仍有新增供应，整体来看供应端压力不大。相反，

不锈钢库存还维持在高位，去化乏力，镍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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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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端，目前主力合约维持在 99000 附近，看多风险较大，建议还是空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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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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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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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