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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因素或致铝多锌空格局

投资策略建议：

经济方面，公布的国内经济数据均不甚乐观，央行 LPR 改革，或有引导利率下行之意，

国内货币有宽松空间。欧洲制造业持续萎缩中，美国最新的制造业 PMI 也走入萎缩，

全球制造业不乐观，拖累有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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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国庆，北方环保或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目前看对氧化铝生产以及镀锌行业或有

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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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加工费较低，精矿到精铜的转化或

受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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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铝供应缺口收窄，不利 LME

铝价，对内盘铝多有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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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印尼政府进一步确认，是为镍价的最不确定性因素，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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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 | 策略报告

2

∟.宏观资讯

1.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回应“中国是否降准、降息”称，短期主

要看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

以后看情况，降准、降息都有空间，但是降不降还要根据经

济增长和物价形势。

2. 德国 7 月 PPI 月率今值 0.10%，预期 0.00%，前值-0.40%。

3. 美国 7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万户)今值 542.00，预期 539.00，

前值 529.00。

4. 欧元区 8 月制造业 PMI 初值今值 47.00，预期 46.20，前值

46.50。美国 8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今值 49.90，预期

50.50，前值 50.40。

5. 美联储多位地区联储行长异口同声反对降息，关注鲍威尔周

五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发言，或提供更多政策指引。欧洲央

行 7 月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普遍担忧低通胀，促使央行

筹备新一轮潜在刺激。

6. 美国国务卿预计未来一周或 10 天美中团队将继续会谈，贸易

问题可能在 2020 年大选前结束，并称华为不是唯一构成国家

安全威胁的中国公司。美国商务部将把对华为的制裁再延迟

90 天，另外 46 家华为子公司被纳入实体清单。

→.华安点评：

经济方面，公布的国内经济数据均不甚乐观，央行 LPR 改革，或有引导利率下行之意，国内货币有宽松空间。欧

洲制造业持续萎缩中，美国最新的制造业 PMI 也走入萎缩，全球制造业不乐观，拖累有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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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国庆，北方环保或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目前看对氧化铝生产以及镀锌行业或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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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SG：2019 年 5 月全球精炼铜市场短缺 6.2 万吨】国际铜

业研究组织(ICSG)在最新月度报告中称，2019 年 5 月全球精

炼铜市场短缺 6.2 万吨,4 月短缺 12.4 万吨。ICSG 报告称，

今年前五个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短缺 19 万吨，去年同期

为短缺 13.1 万吨。5月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200 万吨，消费量

为 207 万吨。

2. 【Atalaya 西班牙铜矿扩建项目竣工 今年预计铜产量为 4.5

万金属吨】AtalayaMining 本周一（19 日）宣布，旗下位于

西班牙的 ProyectoRiotinto 铜矿的扩建项目已实现机械竣

工。此次扩建项目将使得该公司在西班牙的铜年产量在 2020

年提高至5万吨—5.5万金属吨/年，今年的铜产量目标为4.5

万金属吨/年。

3. 圣地亚哥 8 月 21 日消息，全球头号铜生产商智利国家铜业公

司(Codelco)周三称，已经关闭旗下智利中部海岸沿线的

Ventanas 冶炼厂，以进行检修。 Codelco 声明中称周一（19

日）开始关闭运作，但其未说明关停时间以及对产量的影响。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铜：今日上海电解铜现货对当月合约报升水 60~升水 90 元/

吨，平水铜成交价格 46270 元/吨~46310 元/吨，升水铜成交

价格46290元/吨~46330元/吨。持货商延续昨日报价升水70~

升水 100 元/吨，平水铜持货商报价执着于升水 70 元/吨，部

分货源可被压价至升水 60 元/吨时成交买盘略有增多，好铜

成交集中于升水 80~升水 90 元/吨，下游持续保持刚需，湿法

铜围绕升水 30 元/吨一线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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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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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加工费较低，精矿到精铜的转化或受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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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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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凌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汶川县阿坝铝厂供电受

限，导致该厂电解生产降负荷，目前已被迫停槽 23 台，影响

产能约 2.24 万吨（推算）。

2. 【WBMS：2019 年 1-6 月原铝市场供应缺口为 49.2 万吨】世界

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8 月 2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6

月原铝市场供应缺口为 49.2 万吨, 2018 年全年为缺口 71.3

万吨。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铝：市场货源偏紧，持货商依旧惜售挺价，现货升水较昨日

有所提升，中间商接货热情未减，市场表现接多出少，实际

成交较为僵持。随后铝价走跌，现货价格回落于 14290-14300

元/吨之间，对盘面升水 30-40 元/吨，因此时交投热度转弱，

持货商出货意愿进一步收敛，实际成交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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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铝供应缺口收窄，不利 LME 铝价，对内盘铝多有

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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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MS：2019 年 1-6 月全球锌市供应缺口为 7.8 万吨】世界

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8 月 2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6

月全球锌市供应缺口为 7.8 万吨，2018 年全年则为过剩 6.4

万吨。1-6 月全球锌产量同比下滑 1.7%，消费量则同比增加

4.3%。日本表观需求量为 25.85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滑 3%。

1-6 月全球需求量较 2018 年 1-6 月增加 27.6 万吨。中国表观

需求量为 312.6 万吨，占全球总量的 47%。6 月，平板锌产量

为 115.65 万吨，消费量为 113.22 万吨。

2. 【ILZSG：6 月全球锌市转为供应过剩 10,900 吨】国际铅锌研

究小组(ILZSG)周三（8月 21 日）表示，6 月全球锌市转为供

应过剩 10,900 吨，5 月修正后为短缺 38,200 吨。ILZSG 数据

亦显示，今年前 6 个月，全球锌市供应缺口为 134,000 万吨，

上年同期为短缺 103,000 吨。

3. 周日玻利维亚 San Cristobal 矿的 834 名工人举行游行抗议，

要求日本跨国公司住友执行劳动法庭 8 月 9 日作出的裁决，

要求公司支付周末、节假日、夜班等加班费，住友公司自 2006

年收购矿山以来未曾支付相关加班费用。San Cristobal 矿是

玻利维亚有史以来最大在产矿山，是全球第三大银矿，同时

也是一座世界级的锌矿。据住友集团年报，该矿 2017 年产

22.6万金属吨锌，2018年为 20.7万金属吨，2019 年预计 20.4

万金属吨。矿工们谴责称在过去 12 年里不得不忍受 12 小时

的超长工时，但又得不到到充分的补偿。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锌：上海 0#锌主流成交于 18680-18730 元/吨，双燕成交于

18700-18750 元/吨；0#锌普通对 9 月报升水 150-160 元/吨；

双燕对9月报升水170-180元/吨；1#主流成交于18610-18660

元/吨。

→.华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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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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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 7 月中国镍铁进口总量 16.08 万吨，

环比增加 12.23%，同比增加 131.3%。来自印尼的进口量为

11.56 万吨，环比增加 16.9%，同比增加 168.48%。1-7 月我

国累计进口量为 96.37 万吨，同比增加 99.03%。来自印尼总

量为 65.91 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123.5%。

2. 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 7月份中国镍矿进口量为542.13万吨，

环比增加 26.77%，同比增加 17.78%。从进口地来看：印尼为

176 万吨，环比增加 76.93%，同比增加 91.85%；菲律宾为

352.42 万吨，环比 12.4%，同比减少 0.98%。1-7 月中国累计

镍矿进口总量为 2610.26 万吨，同比增加 14.61%。

3. 【印尼镍矿商协会继续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 2022 年出口

禁令时间表】上海金属网讯：印尼 8 月 22 日消息，印尼镍矿

商协会(APNI)周四表示，将继续要求政府遵守 2022 年镍矿出

口禁令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正在考虑提前实施这一措施的可能性。镍的主要出口

国--印尼正在讨论是否可能提前实施一项将于2022年到期的

矿石出口禁令，这引发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投

资者的供应忧虑。总统维多多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

希望更多的矿石在境内加工，以增加该国矿产资源的价值，

然后再出口。

→.现货交易概况（上一交易日）

1. 镍：俄镍较沪镍 1910 报贴水 250 到贴水 200 元/吨左右，金

川镍较沪镍 1910 合约普遍报升水 900-1000 元/吨，俄镍贴水

小幅收窄，金川升水小幅走高。

→.华安点评：

印尼禁止矿出口的消息需要印尼政府进一步确认，是为镍价

的最不确定性因素，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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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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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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