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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多锌空 铜镍暂观望

投资策略建议：

经济方面，公布的 7 月份国内经济数据不甚乐观，但细看之后会发觉制造业投资增速

企稳回升，同时高层会议稳经济目的明确，政策托底对有色需求有一定正面效应。国

外方面由于美债收益率的倒挂，给市场较大压力。

贸易方面，中美短期内达成协议概率较低，目前看负面消息更容易刺激市场，需谨慎

对待。

铜：未来铜价主要看消费端的情况，中短期内铜精矿供应较为稳定，但今年来铜库存

走出较为明显的累库趋势，说明需求较弱。LME 库存连日大增，对铜价有一定打击，

不过目前铜价位置继续走弱阻力较大，但上行也有一定压力，短期内走势震荡，主看

消费改善情况。

铝：山西环保限制氧化铝生产影响氧化铝供应，或对铝价上涨有一定助力。库存进入

平稳期，消费好转将会驱动铝价向上，持偏多观点。

锌：原料端供应相对充足，冶炼加工费持续高位，增产动能较强，国内锌产量在二季

度开始同比有所增长，下游锌消费增长缓慢，锌库存降幅趋缓，目前锌市场价格将主

要取决于宏观面的影响，短期或有反弹动力，或等待累库明显后长单看空。

镍：印尼禁止矿出口的消息大幅拉涨镍价，但需要印尼政府进一步确认，高位镍价使

得短期内沪镍不适合参与。但消费和库存均不支持镍价高位维持，激进者可轻仓试空。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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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

平明显降低和解决融资难问题；要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联

动配合，确保实现年内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1 个

百分点。

2. 中国 7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预期 5.8%，前

值 6.3%。1-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中

国 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073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6%；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0017 亿元，增长 8.8%。

中国 1-7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7%，预期 5.8%，1-6

月增 5.8%。

3. 央行数据显示，中国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06 万亿元，预期

1.24 万亿元，前值 1.66 万亿元；7 月 M2 同比增 8.1%，预期

8.4%，前值 8.5%；7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01 万亿元，预期

1.625 万亿元。

4. 美债 2 年 10 年收益率曲线自 2007 年以来首次倒挂，发出衰

退警报。

5.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约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

品加征 10%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美

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

识，背离了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将部分中国商品所面临的 10%关税

推迟到 12 月中旬生效；白宫贸易顾问称美中经贸谈判仍有七个结构性问题需解决，美国在谈判中无法让步。

6. 美国 7 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同比上涨 2.2%，均超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值，而且同比涨幅触及六个月最高。

→.华安点评：

经济方面，公布的 7 月份国内经济数据不甚乐观，但细看之后会发觉制造业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同时高层会议稳

经济目的明确，政策托底对有色需求有一定正面效应。国外方面由于美债收益率的倒挂，给市场较大压力。

贸易方面，中美短期内达成协议概率较低，目前看负面消息更容易刺激市场，需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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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反矿业抗议波及 Moquegua 地区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和三菱（Mitsubishi）公司 50 亿美元的 Quellaveco

项目。随着路障和示威进入第三天，社区成员继续要求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启用更多的当地公司。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工业生产数据：中国 7 月份精炼铜产量

80.1 万吨，同比增长 4.8%。

3. 监测数据显示，7月全国汽车总用铜量在 30156 吨，同比去年

下跌 12.1%。其中乘用车用铜量在 22845 吨，商用车用铜量在

7311 吨。

4. 8 月 14 日（当地时间）智利 Codelco 在其拥有百年历史的

Chuquicamata 铜矿场正式启动了地下作业，该项目耗资 55

亿美元，铜矿储量为 10.28 亿吨，品位为 0.82%，预计到 2026

年铜年产量可到 32 万金属吨，此前露天铜矿将于 2020 年关

闭。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铜：上海现货铜报价在 46380-46530 元/吨，涨 105 元/吨，

对 1909 合约升水 30 元/吨-升水 70 元/吨。

→.期权波动率

→.华安点评：

未来铜价主要看消费端的情况，中短期内铜精矿供应较为稳

定，但今年来铜库存走出较为明显的累库趋势，说明需求较弱。

LME 库存连日大增，对铜价有一定打击，不过目前铜价位置继续走

弱阻力较大，但上行也有一定压力，短期内走势震荡，主看消费

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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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生产和劳工部 2019 年 8 月 8 日发布 2019/98 号决议，

对原产于中国的铝箔作出反倾销初裁：初步裁定对涉案产品

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不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涉案产品的规

格为：厚度大于等于 0.006 毫米、小于等于 0.2 毫米，宽度

小于等于 1300 毫米的层压铝箔，不包括铝含量大于等于

99.2%（重量）、厚度小于等于 6 微米、宽度小于等于 500 毫

米的光面铝箔。涉案产品的南共市海关编码为 7607.11.90。

决议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铝：上海现货铝锭今日报价 14230-14270 元/吨，均价 14250

元/吨，较昨日上涨 60 元/吨，对 1909 合约贴水 10 元/吨-升

水 30 元/吨。

→.华安点评：

山西环保限制氧化铝生产影响氧化铝供应，或对铝价上涨有

一定助力。库存进入平稳期，消费好转将会驱动铝价向上，持偏

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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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锌：上海现货锌报价 0#锌 18750-18850 元/吨，均价 188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70 元/吨，较沪锌 1909 合约升水 80

元/吨-升水 180 元/吨，1#锌 18650-18750 元/吨，均价 18700

元/吨，较上一交易跌 70 元/吨，较沪锌 1909 合约贴水 20-

升水 80 元/吨。

→.华安点评：

原料端供应相对充足，冶炼加工费持续高位，增产动能较强，

国内锌产量在二季度开始同比有所增长，下游锌消费增长缓慢，

锌库存降幅趋缓，目前锌市场价格将主要取决于宏观面的影响，

短期或有反弹动力，或等待累库明显后长单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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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资源部部长法令：暂停邦萨摩洛自治区所在矿业公司

的采矿工作活动，因邦萨摩洛自治区政府要与所有矿业公司

商量矿产利润分享协议，之外也要查税务、环保等义务。此

前报道，ANC 和 SR Languyan 这 2 座矿山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压

力，Tawi Tawi 矿区高品位镍矿的枯竭压力的较大。18 年出

货约 140 船，约 770 万湿吨，占总出货量的 19.5%附近。常年

出 1.5 和 0.9 品位，以及约 30%1.8 品位的，统一按 1.5 估算，

折合金属量约 7.5 万，占全球金属供应量约 3.3%。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镍：上海现货镍报价：126150-127350 元/吨，涨 2800 元/吨，

金川镍现货较无锡 1909 合约升水 1150 元/吨，较沪镍 1909

合约升水 900 元/吨，俄镍现货较无锡 1909 合约贴水 50 元/

吨，较沪镍 1909 合约贴水 300 元/吨。

→.华安点评：

印尼禁止矿出口的消息大幅拉涨镍价，但需要印尼政府进一

步确认，高位镍价使得短期内沪镍不适合参与。但消费和库存均

不支持镍价高位维持，激进者可轻仓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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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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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制

何磊 分析师 F3033837 / Z00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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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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