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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变化较大 建议多铝空锌

投资策略建议：

政策方面，中美互相进一步增加关税后，市场落实贸易悲观预期，金属大跌后有所反

弹。

经济方面，房地产市场数据良好，刺激有色需求预期，不过 4月份融资贷款数据均不

及预期，且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央行多次定向降准，刺激市场进一步的降准预期，

可能对有色价格有一定正面刺激。

铜：精矿供应相对于冶炼产能来说仍然较为紧张，但国内精炼厂投产符合预期，精铜

供应中短期内难言紧缺，但长期看，精矿增长或成为制约因素。需求端主受宏观经济

影响，目前位置，铜价适合多单参与，底部空间相对有限。同时铜铝比已经回落到低

位，做多铜铝比或是风险较低的投资方案。

铝：由于国内环保制约，氧化铝生产在近期遭受较大打击，同时铝社会库存自高位有

较大幅度回落，造成近期铝价较为坚挺，长期来看，铝价在供应端有走强动力，短期

因需求因素或继续受阻于 14500-14800 一线。

锌：预计今年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高位，国内冶炼瓶颈逐渐改善，精

炼锌供应将有宽松表现，锌价或继续下行。

镍：矿端方面，港口库存仍然处于高位，印尼矿出口配额逐步获批，同时国外仍有新

增供应，供应端无压力。相反，不锈钢库存还维持在高位，去化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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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发布《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

总闸门，引导广义货币 M2 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央行公告显示，从 5 月 15 日开始，对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

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分三次实施到位；15 日为实施该

政策的首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释放长期资金约 1000 亿元。

2.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6 月 1 日 0 时起，对已实施

加征关税的 600 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

税税率。商务部：中方不掌握美方来华磋商计划，美方单方

面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3. 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97790

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3 月份增长 8.7%，增速比 1-2

月份加快 0.5 个百分点，为近半年新高。一季度，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5.1%。中国 4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 5.4%，预期 6.5%，前值 8.5%。1-4 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中国 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 7.2%，预期 8.7%，前值 8.7%。1-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8376 亿元，同比增长 8.0%。中国 1-4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 6.1%，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1-4 月份，商

品房销售额 39141 亿元，增长 8.1%，增速提高 2.5 个百分点。

→.华安点评：

政策方面，中美互相进一步增加关税后，市场落实贸易悲观

预期，金属大跌后有所反弹。

经济方面，房地产市场数据良好，刺激有色需求预期，不过 4

月份融资贷款数据均不及预期，且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央行

多次定向降准，刺激市场进一步的降准预期，可能对有色价格有

一定正面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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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4 月精炼铜产量 74 万吨 同比增长 1.5%】1-4 月累计

产量 299 万吨，同比增长 7.3%，产出增速有所放缓。与此同

时，海外铜精矿供应维持相对偏紧格局。铜精矿加工费已经

影响国内精炼铜产量，供应有所收缩，废铜也将受到制约，

整体供应弹性有限。

2. 【Codelco 与 Salvador 矿达成薪资协议】周三，Codelco 表

示已与 Salvador 矿达成新的劳资协议。该合同有效期为 36

个月，福利方面不变。工人涨薪 1%左右，且含共 11,600 美元

/人的签约奖金和其他津贴。该矿 2018 铜产量为 60,800 吨。

本月初，政府调停协商开始，因工会拒绝了此前的薪资方案。

3. 【国际铜研究小组发布国际铜市场展望报告】2018 年全球矿

山铜产量增长 2.5%，主要是因为 2017 年铜生产受到了影响，

而 2018 年总体上没有受到干扰。但是，除了民主刚果的加丹

加铜矿复产以外，2018 年几乎没有其他大型新上铜矿产能。

2019 年，将有一些大型铜矿投产，包括巴拿马的科布雷

（Cobre）铜矿，秘鲁的托克帕拉（Toquepala）铜矿，这将

一定程度上弥补印度尼西亚格拉斯贝（Grasberg）铜矿转入

地下开采，巴都希贾乌（Batu Hijau）铜矿进入第七阶段开

采，以及监管和税费制度变化对赞比亚铜矿生产带来的负面

影响等带来的缺口。2020 年，全球矿山铜产量将增长 1.9%。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7860-47970 元/吨，涨 105 元/吨，

对 1906 合约，0 元/吨-升 80 元/吨。今日市场货源较多，部

分进口货物流入，特别是某贸易商的长期库存进口货物难以

消化。好铜主流报在+60~+80 之间，平水铜在 0~+20 之间，湿

法货源依旧较少，价格较为坚挺，但货源需仔细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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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矿供应相对于冶炼产能来说仍然较为紧张，但国内精炼厂投产符合预期，精铜供应中短期内难言紧缺，但长期

看，精矿增长或成为制约因素。需求端主受宏观经济影响，目前位置，铜价适合多单参与，底部空间相对有限。同时

铜铝比已经回落到低位，做多铜铝比或是风险较低的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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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禁令解除一半 Alunorte 年产 620 万吨氧化铝厂或能

全面复产】外电 5 月 16 日消息，挪威金属制造商海德鲁

(NorskHydro)周四表示，巴西一家联邦法院解除对该公司旗

下一家关键冶炼厂 Alunorte 的两项生产禁令之一，该厂全面

恢复生产的可能性增加。海德鲁在一份声明中称，“根据周

三的民事诉讼，巴西贝伦联邦法院解除对 Alunorte 氧化铝厂

的生产禁令。但该厂在一类似的刑事诉讼中仍受同一法院的

生产禁令限制。”公司称，“Alunorte 厂将继续以 50%的产

能生产，直到生产禁令解除为止。”海德鲁官网显示，Alunorte

厂氧化铝年产量约为 620 万吨。而全球氧化铝年产量接近 1

亿吨。

2. 16 日，山西信发氧化铝第二条生产线实现彻底停产，原料磨

制车间生产线 3 台机器停止运转；溶出车间生产线 6 台机器

停止运转；沉降车间 2 号生产线停产；蒸发车间第 4 组生产

线停产。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4320-14360 元/吨，均价 1434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跌 10 元，对 1906 合约贴 20 元/吨-升

水 20 元/吨。沪铝今早震荡下行，贸易商盘初对 6 月合约报

平水出货，少数报价升 10，对网价报-10~-20，随着盘价走跌，

铝锭现货价格下行，网价公布后，市场对网价报平水出货，

近日市场货源尚充足，中间商收货积极性一般，下游按需采

购，整体成交平平。

→.华安点评：

由于国内环保制约，氧化铝生产在近期遭受较大打击，同时

铝社会库存自高位有较大幅度回落，造成近期铝价较为坚挺，长

期来看，铝价在供应端有走强动力，短期因需求因素或继续受阻

于 14500-14800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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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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市场价(含税):预焙阳极 图：氧化铝平均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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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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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ZSG: 2019 年全球铅将过剩 锌供应不足】国际铅锌研究

组织(ILZSG)预计 2019 年铅将出现过剩，而锌则供应不足。

ILZSG 预计 2019 年铅的过剩量将达到 7.1 万吨。2018 年全球

铅需求下降 0.2%，但预计今年将增长 1.2%，达到 1187 万吨。

ILZSG 预计 2019 年全球铅产量将增长 1.8%，达到 475 万吨。

然而锌与铅的情况大相近庭。锌预计今年需求旺盛，将出现

12.1 万吨的供应缺口。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21400-21500 元/吨，均价 214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140元/吨，较沪锌1906合约升水140-

升水 240 元/吨，1#锌 21300-21400 元/吨，均价 21350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跌 140 元/吨，较沪锌 1906 合约升水 40 元/吨-

升水 140 元/吨。今晨期锌震荡下跌，现货市场持货商出货积

极，下游接货意向尚可，但看跌升水初始选择观望，持货商

主动下调升水出货。第一交易时段国产普通品牌对沪锌 1906

合约升水集中于 200 元/吨。第二交易时段少量升水报价下调

至 180 元/吨，但后续未有继续下跌稳定在 180-200 元/吨。

进口品牌中 SMC 报价 200-230 元/吨，由于货源较少且市场有

一定需求，成交升水 210 元/吨左右，高于国产普通锌锭，西

班牙报于 170 元/吨左右，内外品牌价差继续收窄。市场整体

成交表现尚可。

→.华安点评：

预计今年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高位，国内冶

炼瓶颈逐渐改善，精炼锌供应将有宽松表现，锌价或继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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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镍矿北方 CIF 主流成交价格持稳】据了解，本周 Ni1.8%

高品位镍矿 CIF 成交价格为 49-49.5 美金/湿吨，北方工厂接

货，较上周持平。部分工厂心理价格涨至 50 美金/湿吨，但

实际未成交。

→.现货交易概况（周五）

1. 镍：上海现货镍报价：98000-100200 元/吨，涨 100 元/吨，

金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6 合约升水 25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7 合约升水 228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6 合约升水

3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7 合约升水 80 元/吨。早盘沪镍小

幅上扬，但升幅较昨日收窄。现货方面，虽然镍价小幅上涨，

但下游不锈钢库存较高，向上利好传导不足，难以对价格形

成有效提振。另外，金川与俄镍价差继续缩小，整体消费情

况一般。此外据悉今日镍豆对无锡1906合约仍维持在贴水700

元/吨附近

→.华安点评：

矿端方面，港口库存仍然处于高位，印尼矿出口配额逐步获

批，同时国外仍有新增供应，供应端无压力。相反，不锈钢库存

还维持在高位，去化乏力，看多风险较大，建议还是空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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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