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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价维持宽幅震荡走势！

行情分析：

节前铝价回调后上涨，AL2022 合约收于 20380 元/吨，环比上涨 195

元/吨。长江现货周均价为 19996 元/吨，环比上涨 260 元/吨。

临近年关，铝价持续上涨原因归纳为两方面，其一欧洲能源危机持

续，北欧电解铝厂产能关闭持续增加，且短期看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方案。其二，电解铝库存的持续降低，让市场对下游需求良好有预

期。展望后市，其一因素仍将持续，但其二因素或是因为运输不畅

所导致，年关前可关注去库情况。供给端：因电解铝利润好转供给

保持稳定。需求端：临近年关，下游消费企业以回款优先，在保证

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将按需采购为主。综上看，短期市场走势逻辑

基于上述两种因素，而因素一的持续和因素二的可能打破，或将给

沪铝带来下有支撑，上有压力的震荡走势。

操作建议：

交易策略：可以继续考虑采取双卖策略，上下波动的区间可以选择

19000-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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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简讯

期货方面：截止 12.31 日 ，沪铝主力合约 2202 收盘价格为 20380 元/吨，周度涨跌幅为 0.97%,环比

上周每吨上涨 195 元/吨，AL2202 合约 20 日历史波动率为 22.21，出现底部抬升趋势。现货方面：长江

现货周均价为 19996 元/吨，环比上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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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元/吨。LMES 铝 3M 周五收盘价为 2812.35 美元/吨，周度涨跌幅为-0.75%，LME 铝现

货(0-3)由 3.5 美元/吨下跌至-1.5 美元/吨。

消息面：近期新疆地区因防疫要求及铁路假期，导致进疆箱子车皮较少，站台铝锭积压，导致巩义、

无锡、佛山库存继续下降。海外方面：因欧洲能源价格飙升，美国铝业公司计划将其西班牙工厂的原铝

生产暂停两年，该工厂是欧洲第二大铝厂，涉及产能 22.8 万吨。海德鲁旗下位于斯洛伐克的铝厂将进一

步减产至 60%左右，该铝厂年产能 17.5 万吨，此次减产后年产能将降至 10 万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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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仍有减产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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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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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元/吨，贵州地区一

水硬铝矿 AL：60%，A/S：6 中硫的价格为 420 元/吨，临近春节国内铝土矿市场要分地区看，山西和河南

地区市场价格随着供应的收紧小幅上涨，贵州地区市场资源较少并且无成交，价格有所上涨，预计国内

铝土矿市场仍将保持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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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氧化铝现货价格底部震荡。截止 12.31，北方市场报价为 2780-2880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30 元

/吨。南方市场报价为 2700-2840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20 元/吨。库存方面：本周港口库存小幅下降，

港口库存总计 43.5 万吨，较上周减少 0.4 万吨。供应端，因重污染天气频发导致的环保需求，氧化铝企

业实行弹性生产，区域氧化铝供应出现减少，部分企业长单交付困难，需要通过外购维持长单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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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电解铝厂持续出现“产能关停”的消息，价格方面延续强势。华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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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报价为 2036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95 元/吨。华南地区现货价格为 20360 元/吨，较上周上涨 280 元

吨。库存方面：本周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80.9 万吨，环比上周下降 6.3 万吨。电解铝场内库存为 10.2 万吨，

环比上周下降 1.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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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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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1 月 2 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61 例，本土病例 101 例（陕西 92 例，其中西安市 90 例、咸阳市 1 例、延安市 1 例；浙江 9

例，均在宁波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5 例，其中本土 4 例（河南 3 例，其中许昌市 2 例、洛阳市

1 例；上海 1 例，在杨浦区）。

2、陕西卫健委：1 月 2 日，新增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92 例（西安市 90 例、咸阳市 1 例、延

安市 1 例），其中隔离管控发现 82 例、封控区筛查发现 10 例；治愈出院 3 例；自 12 月 9 日以来，

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690 例。

3、1 月 1 日以来，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3 例，病例高度集中在北仑区申

洲公司制衣三部车间。本轮疫情病毒来源尚不明确，根据专家分析研判，不排除“物传人”可能性。



铝 | 策略报告

6

4、在近期发布的 2021 年统计年鉴中，14 个省份公布了 2020 年出生率数据，其中 10 个省份低于

1%。在出生人口方面，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首次跌破了 100 万大关。

5、据经济参考报，专家指出，随着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以及新一轮扩大内需政策加快落地，2022

年乃至“十四五”时期，整体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进一步加

强。

6、人民银行发布 2021 年第四季度针对银行家、企业家和城镇储户的三份例行调查问卷报告。调查

显示，企业经营和盈利指数“双升”，资金周转指数比上季提高 0.5 个百分点，销货款回笼指数比上季

提高 1.0 个百分点。原材料购进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感受指数环比“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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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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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动性

12 月 31 日，R001 加权平均利率为 2.3732%，较上周涨 49.39 个基点；R007 加权平均利率为 2.5483%，较上周涨 47.51

个基点；R014 加权平均利率为 3.1191%，较上周跌 66.28 个基点；R1M 加权平均利率为 2.5569%，较上周跌 57.08 个

基点。

12 月 31 日，shibor 隔夜为 2.129%，较上周涨 28.9 个基点；shibor1 周为 2.271%，较上周涨 32.8 个基点；shibor2

周为 2.988%，较上周跌 30 个基点；shibor3 月为 2.5%，较上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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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