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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单空锌镍多铜铝 短单不建议参与

投资策略建议：

贸易方面，美 6 月 17 日就 3000 亿中国商品 25%关税举行公开听证会，注意该事件影

响。

经济方面，国内经济数据暂显稳定，但有不乐观情绪存在；美国 CPI 不及预期，市场

对 7 月份美联储降息预期较大；同时，国内货币渐宽松，作为经济托底措施，对市场

正面影响有限，总体来看宏观对有色影响偏负面。

铜：国内冶炼厂投产符合预期，同时国外有冶炼厂重启，精矿供应预期仍然偏紧，加

工费难有改善；同时智利又有铜矿罢工，精矿供应偏紧使得铜价在供应端有上涨动力。

但是，短期宏观不乐观，需求乏力，底部或还有一定空间，不建议重仓，可适当布局

长单看多。

铝：河南环保影响铝杆生产，越南对国内铝材认定倾销，短期需求偏弱，不利铝价。

长期来看，电解铝供应增长受限，社会库存下降较快，铝价在成本端徘徊，有提涨动

力，建议轻仓试多。

锌：虽然国内冶炼瓶颈改善，但锌锭供应仍然偏紧，临近交割时点会给锌价一定支撑。

不过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高位，精炼锌供应会有宽松表现，逢高空锌

更为安全。

镍：印尼洪水影响镍矿供应，刺激镍价上涨，不过有消息显示装船开始恢复，同时国

内港口镍矿仍处高位，不锈钢消费乏力，镍价有下跌空间，建议空单参与。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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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国 1-5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5.6%，前 4 月增 6.1%，5 月

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则增长 0.41%。其中，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 130823 亿元，同比增长 5.3%，增速比 1-4 月份

回落 0.2 个百分点。

2. 中国 5 月 M2 同比增 8.5%，预期 8.6%，前值 8.5%。5 月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 1.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4466 亿元，前值

为 1.36 万亿元。

3. 中国 5 月 PPI 同比上涨 0.6%，预期 0.6%，前值 0.9%；环比上

涨 0.2%。

4. 5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860.3 亿美元，下降 3.4%。其中，

出口 2138.4 亿美元，增长 1.1%；进口 1721.9 亿美元，下降

8.5%。

5. 美国 5 月 CPI:同比(%)今值 1.80，预期——，前值 2.00。

→.华安点评：

贸易方面，美 6 月 17 日就 3000 亿中国商品 25%关税举行公开

听证会，注意该事件影响。

经济方面，国内经济数据暂显稳定，但有不乐观情绪存在；

美国 CPI 不及预期，市场对 7 月份美联储降息预期较大；同时，

国内货币渐宽松，作为经济托底措施，对市场正面影响有限，总

体来看宏观对有色影响偏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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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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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行业资讯

1. 因薪资谈判失败，智利 Chuquicamata 铜矿工人计划周五开始

罢工。Codelco 表示对工会的罢工决定表示遗憾。该矿 2018

年产量为 321,000 吨，其罢工预计进一步收紧供应。国际铜

业研究组织(ICSG)预计今年铜市场短缺 189,000 吨。

2. 据外电，韦丹塔资源（Vedanta Resources）旗下的赞比亚

Konkola 铜矿（KMC）周三表示，计划于 6 月 22 日重启旗下

Nchanga冶炼厂。KMC在声明中称，在铜精矿到货之前，Nchanga

冶炼厂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6400-46550 元/吨，涨 120 元/吨，

对 1906 合约，升 40 元/吨-升 90 元/吨。今日市场较为平淡，

月差在 50-60 之间波动，持货商不愿在本月出货，市场处于

胶着状态。各品级铜价格极为稳定，好铜在 80-90 之间，平

水在 40-50 之间，湿法在 0~-20 之间。

→.期权波动率

→.华安点评：

国内冶炼厂投产符合预期，同时国外有冶炼厂重启，精矿供

应预期仍然偏紧，加工费难有改善；同时智利又有铜矿罢工，精

矿供应偏紧使得铜价在供应端有上涨动力。

但是，短期宏观不乐观，需求乏力，底部或还有一定空间，

不建议重仓，可适当布局长单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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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中国再生铝合金产量环比减少 7.9%】2019 年 5 月份

中国再生铝合金产量约为 32.9 万吨，环比减少约 7.9%，同比

增加约 1.9%。今年 1-5 月份中国再生铝合金产量累计约为

154.4 万吨，较去年同期小幅增加约 0.2%。5 月份受汽车行业

消费萎缩影响，压铸厂对再生铝合金需求继续下滑，导致生

产商产量下滑，库存压力增加，6月是再生铝合金消费的传统

淡季，预计 6 月份产量将继续下滑。

2. 【日本三季度铝升水环比增加】据两位知情人士透漏，日本

买家同意三季度铝升水在 108 美元/吨，高于二季度的 105 美

元/吨。

3. 5 月，汽车产销同比降幅有所扩大，产销量分别完成 184.8

万辆和 191.3 万辆，比上月分别下降 9.9%和 3.4%，比上年同

期分别下降21.2%和 16.4%。1-5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23.7

万辆和 1026.6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均下降 13%，降幅比

1-4 月分别扩大 2和 0.8 个百分点。

4. 【海德鲁复产时间延后】海德鲁巴西分公司执行副总裁表示，

位于巴西北部的Alunorte氧化铝冶炼厂在收到当地联邦法院

的同意书 2 个月后(6 月)可达到 75%~80%的开工率，而同意书

将在 4 月 4 日海德鲁和联邦检察院的调停会中争取取得，这

份同意书将是促成 Alunorte 复产的临门一脚。

5. 【河南焦作因环保原因，将有 7 条铝杆生产线减产 50%】因当

地政府环保要求，万方铝业将于 6 月至 9 月底对下游铝杆生

产企业限时供应铝水（每日 8时至 20 时停止供应），将影响

下游 7 条铝杆生产线，每日减少 300 吨左右的铝杆产量。另

外万方电解铝生产不受影响。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3950-13990 元/吨，均价 13970

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90 元，对 1906 合约贴水 1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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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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水 30 元/吨。沪铝昨日夜盘逐级走低，今早偏弱震荡，6 月合约早盘小跌，失守万四关卡，贸易商对 6 月维持

升水报价，临近 6 月合约最后交易日，升水略有收窄，对网价报-10~+10 元/吨均有，铝锭现货价格较昨日进一步

下跌，市场货源不多，下游接货亦不多，中间商收货力度尚可，第二交易时段部分贸易商略惜售，市场整体成交

平平。

→.华安点评：

河南环保影响铝杆生产，越南对国内铝材认定倾销，短期需求偏弱，不利铝价。长期来看，电解铝供应增长受限，

社会库存下降较快，铝价在成本端徘徊，有提涨动力，建议轻仓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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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底中国精炼锌生产商库存量约 28,000 吨，环比增

加约 24.4%，同比减少约 12.8%。截止 5月底，广东地区精炼

锌生产商库存量约为 5,500 吨，环比增加约 83.3%；云南地区

精炼锌生产商库存量约为 3,500 吨，环比减少约 22.2%；内蒙

古地区精炼锌生产商库存量约为 3,000 吨，环比增加约

20.0%；陕西地区精炼锌生产商库存量约为 3,000 吨，环比增

加约 50%。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20920-21020 元/吨，均价 2097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210，较沪锌 1906 合约贴水 270-贴

水 170 元/吨，1#锌 20820-20920 元/吨，均价 20870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跌 210，较沪锌 1906 合约贴水 370 元/吨-贴水

270 元/吨。今晨期锌震荡走低，早间持货商报盘积极，国产

普通品牌以秦锌报价为主，对当月贴水 180 元/吨，对次月升

水 510 元/吨。下游询盘较差，接货意向不高，持货商主动下

调报价出货，第一交易收盘前国产普通品牌对当月贴水扩大

至 200-210 元/吨。之后第二交易时段报盘依然活跃，贴水进

一步扩大至 220 元/吨，但整体成交依然十分一般。其他品牌

方面，双燕、驰宏对当月合约贴水 50-80 元/吨，进口品牌 SMC

贴水 240-260 元/吨。

→.华安点评：

虽然国内冶炼瓶颈改善，但锌锭供应仍然偏紧，临近交割时

点会给锌价一定支撑。不过锌矿供应大幅增长，加工费长期处于

高位，精炼锌供应会有宽松表现，逢高空锌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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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 | 策略报告

9

∟.镍

→.行业资讯

1. 【印尼德龙镍铁停产】据市场消息，印尼德龙一部分高镍铁

生产线因洪水持续加剧影响，已经陆续停产，极端天气已经

对其部分镍铁生产产生实质性影响。现在下雨仍持续中，具

体什么时间恢复生产，需看天气变化情况。

2. 【印尼镍矿协会：印尼洪水扰乱了部分镍矿的运营 预计 2 周

内能恢复】据印度尼西亚镍矿公司协会称，在过去两周大雨

和洪水袭击该地区后，苏拉威西省东南部一些镍矿的运营中

断。协会秘书长 Meidy Katrin Lengkey 表示，这些地区大

约有 50 家公司，其中 20 至 30 家受洪水影响，每个矿场每月

的镍矿石产量约在 5-10 万吨之间。如果天气好转，协会预计

正常采矿将在 2 周内恢复。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镍：上海现货镍报价：99850-100900 元/吨，涨 1525 元/吨，

金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6 合约升水 100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7 合约贴水 1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6 合约贴水 50

元/吨，较沪镍主力 1907 合约贴水 1060 元/吨。早盘沪镍扩

大升幅。现货镍价大幅上涨，目前市场表现欲有所收敛，早

盘升水相应小幅下调。总体来看消费总体偏淡，交易量增幅

有限，有贸易商表示后期活跃度料不会太好。据悉今日镍豆

对无锡 1906 合约在贴水 800 元/吨附近，南非镍贴水 300 元/

吨附近。

→.华安点评：

印尼洪水影响镍矿供应，刺激镍价上涨，不过有消息显示装

船开始恢复，同时国内港口镍矿仍处高位，不锈钢消费乏力，镍

价有下跌空间，建议空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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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