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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宏观回暖+基本面偏弱，依然维持震荡观点 

——2022年 12月沪铝市场展望 

摘要： 

品种 12 月观点 利多因素 利空因素     总结 

沪铝 

震荡： 

区间预期在

18500-19500 元/

吨 

1、 国内宏观环境回暖：房

地产放开贷款、债券、

股权融资三条线、防疫

政策更加精准化、央行

再次降准释放货币政策

宽松的信号 

2、 煤炭价格有企稳回升的

预期带动铝生产成本回

升。 

1、 需求进入淡季，中游铝加工企

业开工及产量维持偏弱局面， 

虽然宏观利好政策发布但需

时间兑现，结合当前供给平稳

的预判，市场有进入累库的预

期。 

 

在基本面偏弱+宏

观回暖的背景下，

中长期政策利好

兑现和短期累库

预期是当前市场

博弈焦点。因此，

当前时点不盲目

乐观亦不悲观，预

期铝价年底前依

然在18500-19500

价格区间内震荡。 

 

月内后续跟踪点：铝生产成本是否会企稳回升、累库是否兑现、宏观政策是否会进一步释放 

一、重要影响因素罗列与分析 

1.1 11 月联储会议纪要公布 

北京时间 11月 23日，联储公布了关于 11月的议息会议纪要，记录中提

到大部分官员支持未来加息放缓以及预期利率峰值抬升这两个要点。对于通

胀的原因归纳总结为强劲的工资增长和供应限制对价格影响，并强调未来通

胀的持续性过长。 

会议纪要中提到，未来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预期将在 2023年有进入衰

退的可能，2024年的经济可能较预估继续下修，2025 年可能会继续低于潜在

增长水平。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开始走弱。投资端，因利率成

本提高，房产、工业投资都开始萎缩。对出口的担忧，则是美元走强会给出

口部门带来较大的影响。 

11 月 2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降至

46.1，创 2022年 8月以来新低，低于市场预期 48。美国 Markit PMI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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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表明需求端已经开始放缓。 

图表 1  美国 11 月 Markit PMI                        图表 2 美国 ISM PMI 新订单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华安点评：11月底联储会议纪要公布，表明 12月加息放缓的概率较大，

但美国经济数据的走弱，以及高利率背景下，对出口和投资持续有压制，市

场是否会去交易经济衰退的预期需要等待经济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2.2 国内宏观情绪回暖，房地产政策托底+防疫政策 

房地产放开贷款、债券、股权融资三条线、防疫政策更加精准化、央行

再次降准释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信号，都带来国内宏观环境预期的企稳回暖，

给中长期工业品价格带来提升预期。 

2.3 供给平稳+成本回落，基本面修正偏多预期 

供给端：本月供给维持稳定 

截止 2022年 11月，国内电解铝运行产能为 4047.65万吨/年，环比上月

增加 36.15万吨，其中四川地区运行产能为 31.3万吨/年，环比上月增加 17.8

万吨/年，相比峰值产能下降 69.7万吨。云南地区当前运行产能为 409.75万

吨/年，环比减少 18.95万吨，广西地区本月运行产能为 246.3万吨，环比增

加 35.3万吨，本月总产能小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四川以及广西地区的复产，复

产原因来自于成本端下滑，利润的重新打开。 

展望 12月份供给变化，因进入传统的需求淡季叠加水电进入枯水期，虽

然电解铝行业利润重新打开，但整体幅度不高，预期供给还是会维持平稳或

小幅度的下滑，产能重新打开需要等待来年的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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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国内电解铝运行产能   万吨/年                        图表 2 煤炭价格持续抬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成本端：煤炭价格回落，成本下调，谨防成本塌陷 

铝土矿方面：11 月国内产铝土矿均价为 421 元/吨，环比上月小幅下滑

3 元/吨。海外进口印尼产、几内亚产铝土矿价格处于 70-71 元/干吨左右，

保持平稳。 

氧化铝方面：因产能过剩叠加需求下降，价格持续走低，截止 11 月 28

日，国内氧化铝平均价格为 2869元/吨，月内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辅材方面：截止 11 月 28 日，山东地区预焙阳极和氟化铝价格分别为

7315元/吨和 9500元/吨，环比上月分别增减-15元/吨、+700元/吨。 

煤炭价格：截止 11月 28日，沫煤 Q5500大卡，内蒙产价格来到 1250元

/吨，月内跌幅 400 元/吨，折算成电力成本减少 1652.4 元/吨。对于后期煤

价观点是，随着国内铁路运输通常，煤炭运输至港口区域逐渐通畅，但疫情

带来的运输问题再次出现，港口外运受到影响。随着寒潮的到来，下游电厂

负荷提升，港口需求将再次回暖，煤炭价格继续走低概率较小。 

当前随着价格处于低位，国内电解铝生产平均成本来到 16500 元/吨附

近，利润回到 2000元/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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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国内电解铝生产利润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库存：本月库存仍然维持下降趋势。截止 11月 28日，国内社会面电解

铝库存为 52.2 万吨，铝棒库存来到 7.85 万吨附近，库存处于低位的一部分

原因是，西北运输仍未通畅。但从供需平衡表的角度看，进入传统需求淡季，

国内库存有累库可能性，后续需继续观察。 

图表 4 电解铝社会库存                        图表 5 铝棒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需求端 

中端铝材产量及开工率维持偏弱局面 

2022 年 10 月，国内中端铝材产量为 273.96 万吨，环比上月增加 2.23

万吨。行业中游铝材加工商开工率为 66.9%，整体维持偏弱局面，预期随着进

入传统需求淡季，中端产能或将进一步小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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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终端铝材产量                        图表 7 铝板带箔开工率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房地产“第三支箭”释放，当前新能源需求仍是重要增长点 

11 月 28 日晚，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答记者问时表示，证监会决定在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 5 项措施。这是

继信贷支持工具、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之后，优化房地产融资射出的“第三支

箭”，股权融资渠道的调整优化为房地产市场恢复发展提供极大支持。 

当前房地产市场利好政策不断，预期后续资金将更一步改善，保交楼预

期落地增强，但截止 2022 年 10 月数据，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房地产竣工

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当年累计同比数据并未出现拐点，因此当前政策支持

将给情绪上带来较大积极意义，但融资转成开工仍需时间，预期带来铝型材

实际需求需到来年。 

图表 8 房地产竣工面积 累计同比                     图表 9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2022年 10月汽车总产量为 255.9万辆，环比下降 20.1万辆、同比增加

21.55 万辆。新能源汽车 75.2 万辆，环比下降 0.6 万辆，同比增加 34.4 万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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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光伏装机量为 5824万千瓦，环比增加 564万千瓦，同比增

加 2893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98.7%,风电 10 月装机量 2114 万千瓦时，环比

增加 190万千瓦，同比增加 195万千瓦。 

新能源部分对铝需求的高增长，仍将成为后期边际支撑。 

二、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当前影响沪铝价格主要因素为： 

1、联储纪要确认12月大概率加息放缓叠加国内宏观环境回暖。 

2、国内11月供给小幅回升，预期年底前行业利润空间上行概率较低，因

此供给或将保持稳定。 

3、需求进入淡季，中游铝加工企业开工及产量维持偏弱局面，虽然宏观

利好政策发布但需时间兑现，结合当前供给平稳的预判，市场有进入累库的

预期。 

4、11月下旬，电解铝利润端打开，但后续随着煤炭价格企稳看涨概率较

大，后期成本将回升。 

综上，在基本面偏弱+宏观回暖的背景下，中长期政策利好兑现和短期累

库预期是当前市场博弈焦点。因此，当前时点不盲目乐观亦不悲观，预期铝

价年底前依然在18500-19500价格区间内震荡。 

月内后续跟踪点：铝生产成本是否会企稳回升、累库是否兑现、宏观政

策是否会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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