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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迎短暂调整，但幅度不深。

行情分析：

本周铝价延续上涨，AL2022 合约收于 20175 元/吨，环比上涨 420

元/吨。长江现货周均价为 19736 元/吨，环比上涨 694 元/吨。海外

方面：欧洲能源危机短期并无解决的迹象，但随着欧洲气温回升和

美向欧输送 LNG 消息影响，天然气连续回调将暂缓伦铝价格上涨。

国内方面：随着铝价反弹，电解铝生产企业利润重新打开并回升至

2500 元/吨附近，但随着氧化铝价格企稳，利润扩大预期较低。

双限方面：因能耗双控和北京冬奥会举办影响，市场对电解铝行业

限产一直抱有预期，但从实际运行产能看未见实际减产迹象，后续

仍需观察。需求方面：从铝板带箔、铝杆、铝棒等需求来看，临近

年底，多数铝材企业及经销商对本年度订单进行收尾工作，回笼资

金，预期消费持续改善空间也不大。从周度行情的角度看，市场有

回调的需求，但因双限预期和能源危机持续、叠加需求并未见明显

下滑迹象，回调空间不大。

操作建议：

交易策略：持有上周卖出的 AL2201P18000 合约到期，并尝试将上周

开仓的多头合约逢高平仓

2021.12.27-2021.12.31

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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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简讯

期货方面：截止 12.24 日 ，沪铝主力合约 2202 收盘价格为 20185 元/吨，周度涨跌幅为 4.20%,环比

上周每吨上涨 420 元/吨，AL2202 合约 20 日历史波动率为 19.71，仍然维持下降趋势，并逐渐接近底部。

现货方面：长江现货周均价为 19736 元/吨，环比上涨 694 元/吨。基差方面：沪铝 2202 合约升水长江现

货（周五 10.30 分日内均价）为 100 元/吨。LMES 铝 3M 周五收盘价为 2820 美元/吨，周度涨跌幅为+3.16%，

LME 铝现货(0-3)由 14.25 美元/吨涨至 3.5 美元/吨。

消息面：本周受欧洲能源危机和天气逐渐转冷影响，电价持续飙升造成欧洲大型铝生产商 Alro、法

国最大电解铝生产商敦刻尔克铝业皆调整原铝产量，因对原铝产量的担忧伦铝价格出现大幅上涨，随着 1

月初气温回升和美向欧洲输送 LNG 的消息传来，天然气价格出现调整，铝价涨幅也随之暂缓。基本面：

当前，西欧电解铝产能约为 500 万吨，占全球总产能 6%。11 月末西欧电解铝运行年化产能约 326 万吨，

平均开工率为 65.2%，整体开工率处于年内低点。

关于欧洲能源危机形成两大主因，一是极端天气造成替代能源发电量远远不及预期，二是政治博弈

造成的“北溪 2 号”管道无法输送。在政治博弈短期无法消除的预期下，欧洲能源危机仍将持续。因此，在

电价“高昂”的大背景下，欧洲电解铝产能仍将维持低位，伦铝价格将保持强势。

∟.一周基本面回顾

本周国内铝土矿市场价格保持稳定，国内山西一水硬铝矿 AL：58%，A/S：5，外采到厂不含税价格

为 450 元/吨，河南地区一水硬铝矿 AL：58%，A/S：4.5 外采到厂不含税价格为 450 元/吨，贵州地区一

水硬铝矿 AL：60%，A/S：6 中硫的价格为 400 元/吨，随着国内氧化铝厂进一步加大海外矿进口，以及临

近年底，市场交投将进一步减少，国产矿价格维持偏弱局面。海外进口矿本周价格稳定，几内亚三水铝

土矿 AL:45%,SI:3% CIF 价格 53 美元/干吨，印尼三水铝土矿 49%，Rsi 4% CIF 价格为 50 美元/干吨。

本周氧化铝价格因原料烧碱价格回升，市场价格止跌企稳。截止 12.26，北方市场报价为 2800-2920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20 元/吨。南方市场报价为 2700-2880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45 元/吨。库存方面：

本周港口库存小幅下降，港口库存总计 43.9 万吨，较上周增加 1.6 万吨。供应端，因重污染天气频发导

致的环保需求，氧化铝企业减产风险增加，区域氧化铝供应可能出现减少。成本端：部分地区烧碱价格

出现企稳迹象，氧化铝成本端下移暂缓。目前来看，氧化铝单边下跌的情况有望结束，但在需求无明显

增加的情况下，价格上涨空间也较小。

本周电解铝现货价格因外盘影响，延续强势。华东地区现货报价为 20080 元/吨，较上周上涨 700 元

/吨。华南地区现货价格为 20180 元/吨，较上周上涨 720 元吨。库存方面：本周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87.2

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4.2 万吨。电解铝场内库存为 11.3 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0.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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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成本端：因氧化铝价格的回调，电解铝平均完全成本降至 17550 元/吨附近，叠加本周铝价的

上涨，电解铝生产企业利润再次来到 2500 元/吨附近，生产情绪偏向乐观。

电解铝产能方面：本周运行产能整体变化不大，云南地区整体电力缓解，但仍受能耗双控政策影响，

仅小部分复产。北方采暖季暂时未见实际减产，预期中的减产和限产也将多推迟至元旦后，预期年内供

应端变化不大。

图 1：阳极碳棒价格 图 2：氟化铝价格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3：国产铝土矿价格 图 4：铝土矿库存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5：氧化铝价格 图 6：氧化铝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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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电解铝产量 图 8：国内氧化铝建成产能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9：国内电解铝运行产能 图 10：国内铝材消费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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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国内电解铝产能利用率 图 12：国内电解铝建成产能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13：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 图 14：上交所交割库存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周末宏观资讯

1、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县

域富民产业，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立足现有村庄基础，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

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逐步使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

2、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等

五份文件。分析认为，中央文件重磅出台，预示着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并将在

金融领域全面开启“个人养老金”新时代。

3、 国资委主任郝鹏到深圳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发展工作时强调，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积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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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布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不

断壮大新动能，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4、 第十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成功举行。双方表示，要着眼于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努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经济复苏、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扩大亚太高水平开放。以率先完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手续为契机，共同建设和维护稳定的绿色低碳产业链和公平开放贸易

投资环境。

5、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均到期 100 亿元。此外，周三将

有 700 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6、 中信证券认为，当前复苏趋势将进一步延续，预计中国四季度 GDP 增速有望达到 4%，两年复苏

增速为 5.2%，较三季度回升 0.3 个百分点，2021 年 GDP 直接读数将实现 8.1%。2022 年宏观经济将

延续向好态势，全年有望增长 5.5%。

7、 中国信通院院长余晓晖预计，中国数字经济有望保持年均 9%的增速，到 2025 年规模预计将超

过 60 万亿，其中数字产业化占 GDP 比重将从当前的 7.5%提升至 10%以上。

8、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发表年度报告，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产出将首次突破

100 万亿美元，中国将于 2030 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9、 国家卫健委：12 月 25 日，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06 例，其

中本土病例 158 例（陕西 157 例，其中西安市 155 例、咸阳市 2 例；广西 1 例，在防城港市）；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 29 例，其中本土 1 例（在广西防城港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75809.4

万剂次，已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 12 亿。

10、 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会上通报，12 月 9 日 0 时-25 日

24 时，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85 例。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自 12 月 26 日

18 时开始，西安全市范围内开展全面消杀。西安市将于 12 月 27 日 12 时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西

安市自 27 日零时起进一步强化全市疫情防控措施，所有居民除按要求参加核酸采样外，均不出户、

不聚集。

11、 12 月 25 日 12 时至 26 日 19 时，广西东兴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 例，已闭环转运至

救治中心隔离治疗，病情平稳。截至目前，东兴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9 例，均在东兴市江平镇。

12、 成都市卫健委通报，12 月 26 日对闭环管理的入境货机货物搬运工作人员例行检测中，发现 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及其集中工作和集中生活区域环境样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13、12 月 26 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发现一例省外治愈返黔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现已闭环转运

至省将军山医院。目前，相关接触人员及重点人群、场所已全面排查，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应急

处置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已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铝 | 策略报告

7

图 15：PMI 指数 图 16：CPI/PPI 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17：投资数据 图 18：消费数据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资金流动性

12 月 24 日，R001 加权平均利率为 1.8793%，较上周跌 1.97 个基点；R007 加权平均利率为 2.0732%，较上周跌 22.32

个基点；R014 加权平均利率为 3.7819%，较上周涨 150.95 个基点；R1M 加权平均利率为 3.1277%，较上周涨 9.42 个

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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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R001 加权平均利率为 1.8793%，较上周跌 1.97 个基点；R007 加权平均利率为 2.0732%，较上周跌 22.32

个基点；R014 加权平均利率为 3.7819%，较上周涨 150.95 个基点；R1M 加权平均利率为 3.1277%，较上周涨 9.42 个

基点。

图 19：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20：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图 21：Shibor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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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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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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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