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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下移，延续铝价回调观点 

行情分析：  

上周市场。AL2209 合约收于 18718 元/吨，环比上周每吨上涨 210

元/吨，上海地区现货周均价为 18546 元/吨，环比上涨 216 元/吨。 

宏观面：美 7 月 CPI 同比增速相较上月出现下滑，市场对于 9 月加

息从 75 基点下降到 50 个基点。国内方面，7 月社融数据不及预期，市

场表现相对悲观。基本面：电解铝供应端高供给延续。社会库存在开始

出现累库趋势，集中在佛山地区。需求方面：地产需求疲软，汽车需求

恢复是铝终端消费的现状，但地产铝需求缺口目前看无法有效弥补。成

本端：阳极、煤炭、铝土矿价格下跌，成本下移，市场完全生产成本来

到 16500-17000 元/吨附近。基差方面：随着市场铝价不断上涨，主流

消费地认可度逐渐走低，市场贴水增大。 

  目前看，需求偏弱的格局下，成本端开始下移，现货市场贴水较大，

表明采购方的不认可，因此市场没有支撑上涨的理由，趋势性看跌。 

 

 

 

 

操作建议： 

期货交易策略：本周方向性偏空，考虑高点建仓空单 

期权交易策略：波动率出现下行，卖出看涨期权策略较为推荐。  

 

 

  

 

2022.8.15-202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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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简讯 

期货方面：截止.8.12 日 ，沪铝主力合约 2209 收盘价格为 18701 元/吨，涨跌幅为+1.13%,环比上周

每吨上涨 210 元/吨，沪铝场内加权 VIX 为 23.30，场内期权隐含波动率有走低迹象。现货方面：上海有

色现货周均价为 18546 元/吨，环比上涨 216 元/吨。基差方面：临近周末，随着铝价处于高位，市场接

受程度逐渐走低，升贴水价差逐步扩大，佛山、巩义、临沂、无锡地区相较于 2208 合约升贴水分别为-530

元/吨、-510 元/吨、-330 元/吨、-380 元/吨。 

本周 LMES 铝 3M 周收盘价为 2433.00 美元/吨，本周涨跌幅为+0.50%，价格周五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LME 铝现货(0-3)截止 8 月 12 日为 3.25，市场逐渐进入升水区间，本周升水区间较上周有所回调维持在

（3.25 、8.75）。 

华安提醒：AL2208 合约的异常升水，成为市场关注热点，探究其原因归结于市场有部分投资者有“逼

仓”观点，依据是上期所较低的仓单库存，但结合铝自身工业品属性和高供给现状，可操作逻辑较低，随

着 Al2208 将在下周一迎来交割，市场对此炒作将迎来结束。 

∟.一周基本面回顾 

华安现货点评：本周电解铝期价高位震荡，但周五夜盘迎来较大幅度调整。本周重点关注影响因素

来自成本端，随着预焙阳极、铝土矿、煤炭价格的持续走低，维持近两个月的成本端开始出现明显松动。

供需方面延续前期观点，需求偏弱的格局并未改变。 

本周国内铝土矿市场价格开始出现松动。国内山西一水硬铝矿 AL：58%，A/S：5，外采到厂不含税

价格为 440 元/吨，环比下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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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持平。贵州地区一水硬铝矿 AL：60%，A/S：6 中硫的价格为 420 元/吨，环比持平。国

内汇总均价为 415 元/吨，环比上周下跌 5 元/吨。 

海外进口矿本周价格维持稳定。几内亚三水铝土矿 AL:45%,SI:3% CIF 价格 68 美元/干吨，环比持平，

印尼三水铝土矿 49%，Rsi 4% CIF 价格为 68 美元/干吨，环比持平。当前，国内市场价格走低和进口量的

减少，或将是进口矿价格走低信号，后续跟随观察。 

图 1：国产铝土矿价格 图 2：进口铝土矿价格             美元/干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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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氧化铝现货价格出现松动，国内综合均价 3015 元/吨，环比上周下降 14 元/吨。市场运行产能

仍属于增长周期，下游接货按需采购，市场以长单履约为主。截止 8.12，北方市场报价为 2940-3000 元/

吨，环比下降 20 元/吨。南方市场报价为 2925-2980 元/吨，环比持平。从区域来看，山东地区氧化铝成

交价格为 2970 元/吨，广西地区 2975 元吨，新疆地区为 3260 元/吨。库存方面：本周港口库存继续下降，

港口库存总计 29.9 万吨，较上周增加 3.1 万吨。  

氧化铝产能方面：产能仍在增加，运行产能来到 7900 万吨/年。截止 8 月 1 日，国内氧化铝建成产

能为 9350 万吨/年，7 月初运行产能为 7905 万吨/年，环比上月增加 270 元/吨，处于季节历史高位。需

求方面：云南地区处于丰水期，电解铝产能复产加快且成本低，云南地区基本满负荷生产。目前看供给

和需求因疫情影响，区域分割较为严重。成本端：随着煤炭和铝土矿价格走低，氧化铝利润小幅增长，

后续价格变化，受电解铝厂商需求和成本端变动双重影响。  

图 3：氧化铝价格 图 4：氧化铝产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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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电解铝价格维持窄幅震荡。华东地区现货周均价为 18546 元/吨，较上周上涨 210 元/吨。库存

方面：本周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69.0 万吨，环比增加 0.7 万吨，库存量趋势出现小幅反弹。从公布的月度

数据看，8 月初国内电解铝运行产能达到了 4152.8 万吨/年，环比增加 23.5 万吨/年，产能利用率为 93.67%，

环比继续增长，当前随着铝价反弹和成本端下移，利润相对可观，短期缩减产能的预期为期尚早。本周

库存出现小幅反弹 

电解铝成本端：本周铝土矿、煤炭、预焙阳极价格开始出现松动，未来成本端下滑成为影响铝价新

的观察因素。本周，电解铝平均完全成本为 16500 元/吨，环比下滑 700 元/吨。电解铝生产企业利润再

次回升。电解铝产能方面：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处于高位，占比达到 93.67%。 

图 5：国内电解铝运行产能 图 6：国内铝棒产量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7：国内电解铝产能利用率 图 8：国内电解铝利润估算表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9：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 图 10：上交所交割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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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本周预焙阳极价格维持高位，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分别报价 7180 元/吨，7185 元/吨，7215 元/吨，

环比持平。氟化铝价位维持平稳，河南、山东地区价格分别为 9150 元/吨、9300 元/吨，河南地区环比下

跌 100 元/吨。 

图 11：阳极碳棒价格 图 12：氟化铝价格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周末宏观/行业资讯 

1、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8.5%，低于市场预期。尽管

同比涨幅相比 6 月的 9.1%略有缩窄，但仍处于历史高位，表明美国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美联储通过加

息遏制物价上涨的压力持续存在。 

2、 中国 7 月金融数据重磅出炉，M2 增速继续走高，新增贷款、社融增量大幅回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

7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6 个和 3.7 个百分点。7 月人民币贷款增

加 6790 亿元，同比少增 4042 亿元。7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561 亿元，创 6 年新低，比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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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191 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4088 亿元，同比少增 4303 亿元。7 月末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3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在内外部掣肘因素增多、不

过度追求经济增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下，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发力的必要性不强，短

期内再度降准或下调政策利率的概率较小。 

3、 华安点评：本周宏观焦点在国内社融数据回落上， 市场对其解读相对悲观，有色金属已表现在周五

夜盘走势上。后续继续关注基建的开工情况。 

图 13：PMI指数 

 

2、央行 10月 9日开展 100亿元 7天期逆

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

放 100亿元。Wind数据显示，下周央行公

开市场将有 51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

周一到期 2000 亿元，周二至周四均到期

1000亿元，周五到期 100亿元。此外下周

五（10月 15日）还有 5000 亿元 MLF到期。 

 

3、据央行，国庆假期我国支付业务规模

稳步增长，有力支撑我国消费扩容提质和

假日经济活力激发，助力老百姓在购物、

出行、文娱等方面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

放。10月 1日至 7日，全国支付系统共处

理各类非现金支付业务 19.9 万亿元，同

比增长 24.1%，两年平均增长 38.4%。其

中，消费场景下非现金支付金额两年平均

增长 1.4%，已恢复至 2019年疫情前水平。 

 

4、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

山西两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Ⅳ

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实

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

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等工作。 

 

5、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与世贸组织总

图 14：CPI/PPI指数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图 15：社融数据 图 16：社融-政府债券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基差/波动率 

临近周末，随着铝价仍处于高位，市场接受程度逐渐走低，升贴水价差逐步扩大，佛山、巩义、临

沂、无锡地区相较于 2208 合约升贴水分别为-530 元/吨、-510 元/吨、-330 元/吨、-380 元/吨。 

图 17：沪铝基差 

图 2：IF主力合约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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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升贴水基准为上期所铝当月合约 10点 15 分的卖价，地区实际的成交价相对于 SHFE 当月期货合约成交价升贴水 

 

 

以上海有色现货含税均价（铝锭 99.7%）作为基准现货价格，沪铝主连合约作为期货基准价格 

 

截止 7.29 日沪铝场内 VIX 收于 23.30，随着恐慌性情绪的消退，VIX 续创新高的动能不足，有持续走

弱的迹象。  

图 18：沪铝主连波动率 

图 2：IF主力合约走势 

 

 

    

 

数据来源：Wind、华安期货投资咨询部 

 

 

 

 

 

 

 

 

以上海有色现货含税均价（铝锭 99.7%）作为基准现货价格，沪铝主连合约作为期货基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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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