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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缩减预期支撑铝价高位震荡 

市场分析： 

国内官方 PMI 数据扩张，美国制造业创下新高，宏观经济数据持续好

转。拜登公布基础设施计划，国内加速推进“碳达峰”，总需求长期向好。

而碳中和带来的供应缩窄预期对铝市形成持续影响，而在铝价回调至合理

区间后，下游接货情绪逐渐提升，电解铝库存接近拐点。成本端，氧化铝

产量同比增长明显，价格预计依旧维持在狭窄区间运行。消费端，旺季尚

未完全开启，仍处于增长阶段。整体上看，内蒙古领衔的产能压缩预期将

持续对铝价形成有力支撑，消费端运行情况成为现阶段主要变量。预计下

周铝价高位震荡，主要运行区间 16800-18000 元/吨。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轻仓操作，价格回落至 17100 元/吨时可适当多单参与，加

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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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国 3 月官方制造业 PMI 为 51.9，前值 50.6；非制造业 PMI 为 56.3，

前值 51.4。两项数据双双回升且超出市场预期，标明我国经济总体

延续扩张态势，且恢复势头有所加快，市场分析人士对二季度经济

数据表现持偏乐观态度。中国 3 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 50.6，低于 2

月 0.3 个百分点，虽然连续第十一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但降至 2020

年 5 月以来最低值。 

2. 美国 3 月 ISM 制造业 PMI 录得 64.7，创 1983 年 12 月以来新高。其

中，新订单指数录得 68，创 2004 年 1月以来新高。美国 2 月营建支

出环比下降 0.8%，略好于预期的下降 1%。英国 3月制造业 PMI 录得

58.9，预期为 57.9，前值为 57.9。 

3. 云南省瑞丽市 31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6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3 例。 

4. 美国 3 月份劳动力市场数据明显改善。当月 ADP 就业人数增 51.7 万

人，增幅创去年 9 月以来新高，预期增 55 万，前值从增 11.7 万修

正为增 17.6万人。 

5.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一项 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为期 8

年，旨在重建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推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创

造就业机会。计划包括四个大项：一是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和建立能

够抵御天气灾害的“弹性基础设施”；二是改造和建造 200 多万套

经济适用房和商业地产，更换全国所有铅管和服务电缆，投资通用

宽带；三是改善护理经济，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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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护理，并扩大护理人员队伍。投资气候研究与制造业；四是提高

企业税，以支付 8年的支出计划。拜登提议将公司税率提高到 28%，

并把对跨国公司征税的最低税率提高到 21%。 

6. 美联储理事沃勒：收益率的波动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复苏；收益率不

会以“糟糕的方式”上升，但如果市场变得无序，美联储会做出反

应；现在离加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 国家能源局：将加快实施能源领域碳达峰行动，制定更加积极的新

能源发展目标，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积极构建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占我国

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超过 50%。 

华安解读： 

国内官方 PMI 数据扩张，美国制造业创下新高，宏观经济数据持续好

转。拜登公布基础设施计划，国内加速推进“碳达峰”，总需求长期向好。 

供需端： 

目前来看，对供给端影响较大的就是“碳中和”概念。2020 年 9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明确碳中和时间点，提出争取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2060年实现碳中和。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初步统计，2020年我国有

色金属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 6.5 亿吨，电解铝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4.2

亿吨，是有色金属工业实现“碳中和”及“碳达峰”的重要领域。目前内

蒙古包头市已发布控制能耗的文件，对电解铝产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图 1 包头市能耗双控文件 图 2 内蒙古地权产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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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包头发改委为保证完成一季度能耗双控目标，制定能耗双控相应措施，

涉及包铝股份减少用电 1.5亿千瓦时，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减少用电 1.5

亿千瓦时。按电解铝单吨耗 13500kwh 计算，影响产量约 2.22 万吨，日期

从 3 月 13 日至 3 月 31 日，即影响年化产能约 43 万吨。内蒙古能效双控政

策的影响从蒙东扩散到蒙西，对供应端影响进一步升级，3 月电解铝运行产

能将出现下行。 

图 3 电解铝产能投放计划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内蒙古地区投产节奏被打乱：创源 2 投产完毕，面临减产；内蒙古白



 

有色金属 | 策略报告 

 5 

音华新产能建成未投，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拟建产能未来恐怕难以落地。内

蒙古是能耗双控的先行者，但预计不会是独行者，未来电解铝产能或面临

较大的冲击。 

短期来看，国内铝库存仍然处于累库过程中，目前库存仍未出现高点，

但是累库程度明显要低于往年同期。LME 铝库存近期大幅上升至 196 万

吨，据了解是某贸易商准备交割，是隐形库存的显现化，暂时对市场影响

不大。 

图 4 铝现货库存 图 5 交易所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铝型材规模企业开工率略恢复较慢，主因高企的原材料价格抑制了一

部分下游需求，导致型材企业新订单量骤减，部分企业选择减产调节。工

业型材企业中汽车板块需求相对表现较好，其他行业订单均表现一般，包

括去年需求旺盛的光伏行业。建筑型材企业需求未能全部释放，同时下游

畏高情绪严重，订单情况仍然比较清淡。但随着市场逐渐回暖，预计后期

型材企业开工率能逐渐恢复到往常开工水平附近。 

图 6 铝建筑型材开工率 图 7 铝工业型材开工率 



 

有色金属 | 策略报告 

 6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国内电缆企业产量继续爬升，临近集中交货期，龙头企业排产相对较

好，虽然铝价 居高不下，但大多数龙头企业都做了期货避险，不影响订单

交付；受原料价格高位影响， 新增订单同比有所下滑，终端下单谨慎，近

期工地复工，工地用线缆需求增加，提货积极，企业成品库存走低。 

铝板带龙头企业继续保持高负荷开工。订单情况充足，目前板带企业

更多受到高位波动铝价及交付压力的影响。主要是为了降低高位铝价带来

的风险，多数企业有意降低库存，增加周转率，更多以按需采购。 

图 8 铝线缆开工率 图 9 铝板带箔开工率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海外经济复苏加快，对铝材需求增加，铝材出口利润逐渐回暖。2021

年 1-2 月，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 84.21 万吨，基于去年较低基数，累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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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25.9%。2019 年前两月累计出口 89.5 万吨，接近前年水平。 

图 10 未锻造铝及铝材出口情况 图 11 铝材出口利润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上海有色 

海外需求有望继续向好，目前美国储蓄率偏高，未来疫情常态化或者

得到控制后，储蓄率大概率回归均值水平，会带动消费的增长。美国库存

水平处在低位，不断下滑，低库存也为海外需求增长奠定了基础。 

华安解读： 

碳中和带来的供应缩窄预期对铝市形成持续影响，而在铝价回调至合

理区间后，下游接货情绪逐渐提升，电解铝库存接近拐点。成本端，氧化

铝产量同比增长明显，价格预计依旧维持在狭窄区间运行。消费端，旺季

尚未完全开启，仍处于增长阶段。整体上看，内蒙古领衔的产能压缩预期

将持续对铝价形成有力支撑，消费端运行情况成为现阶段主要变量。 

市场分析： 

国内官方 PMI 数据扩张，美国制造业创下新高，宏观经济数据持续好

转。拜登公布基础设施计划，国内加速推进“碳达峰”，总需求长期向好。

而碳中和带来的供应缩窄预期对铝市形成持续影响，而在铝价回调至合理

区间后，下游接货情绪逐渐提升，电解铝库存接近拐点。成本端，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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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同比增长明显，价格预计依旧维持在狭窄区间运行。消费端，旺季尚

未完全开启，仍处于增长阶段。整体上看，内蒙古领衔的产能压缩预期将

持续对铝价形成有力支撑，消费端运行情况成为现阶段主要变量。预计下

周铝价高位震荡，主要运行区间 16800-18000 元/吨。 

投资策略： 

建议投资者轻仓操作，价格回落至 17100 元/吨时可适当多单参与，加

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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