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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较好，铝价后期乐观 

市场分析： 

IMF 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美国经济数据创下新高，经济前景持续向

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也传递出经济向好的信心，表达

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倾向。国内经济同样向好，汽车销售数据向好，表明下

游需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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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策略： 

宏微观基本面依然向好，铝价后期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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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1. 中国 3 月 CPI 同比上涨 0.4%，预期涨 0.2%，前值降 0.2%；PPI同比

上涨 4.4%，涨幅比 2 月扩大 2.7 个百分点。中汽协数据显示，3 月

上中旬，11 家重点企业汽车生产完成 126.7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其中，乘用车生产完成 101.3 万辆，增长 1.3 倍；商用车生产完成

25.4万辆，增长 1倍。 

2. 中汽协：中国 3 月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74.9%，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77%，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38.9%。 

3. 中国 3 月财新服务业 PMI 为 54.3，连续 11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并且

结束此前三个月的下降趋势，前值 51.5。财新中国综合 PMI 录得

53.1，较上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显示中国整体生产经营活动稳健

增长。 

4. 央行行长易纲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会议认为，

全球经济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态势仍然脆弱。各方同意合作加强

全球疫情应对，避免过早退出经济支持政策，决心使用所有政策工

具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同时防范负面溢出效应、维护长期财政可持

续性。会议肯定开放、公平的贸易对经济复苏重要意义。 

5. 美国 4 月 3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74.4 万人，预期 68 万人，前

值 71.9 万人；3 月 27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为 373.4 万人，预期

365 万人，前值 379.4 万人。 

6. 美国 3月 ISM非制造业 PMI为 63.7，创 1997年有数据统计以来新高，

预期为 58.5，前值为 55.3。机构点评称，最新迹象表明，在增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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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接种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7.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1 年、2022年全

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6.0%和 4.4%，比该组织 1月的预测分别调高了 0.5

个百分点和 0.2个百分点。这是 IMF今年第二次上调 2021 年全球经

济增速预期。 

华安解读： 

IMF 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美国经济数据创下新高，经济前景持续向

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也传递出经济向好的信心，表达

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倾向。国内经济同样向好，汽车销售数据向好，表明下

游需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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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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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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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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库存                                      图4：交易所库存 

 

资料来源：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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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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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铝工业型材开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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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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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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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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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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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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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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 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美国经济数据创下新高，经济前景持续向

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也传递出经济向好的信心，表达

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倾向。国内经济同样向好，汽车销售数据向好，表明下

游需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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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策略： 

宏微观基本面依然向好，铝价后期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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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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