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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成本端： 2019 年铝行业上游铝土矿供应增加，全球氧化铝在复

产和新产能投产预期下供应会较今年宽裕。从国内市场来看，2018

年氧化铝逆转了历年来净进口状态，出口大增，但 2019 年随着国外

供应增加，这一趋势难以持续，氧化铝价格面临压力；电力政策调

整仍是电解铝行业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预焙阳极受供应增加影响

预计弱势调整；氟化铝价格预计受成本支撑表现坚挺。总的来看，

成本端有下移的压力，但空间不大。

供需面：受氧化铝供应增加和新产能投产，预计 2019 年电解铝

产量会有小幅增加；需求端，尽管国内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我

们认为有政策拖底，基建投资效用显现以及减税规模扩大预期，房

地产竣工面积增速的回归，但外部环境复杂，出口高增长能否延续

存在不确定性。我们预计明年国内消费有望实现 3%左右的低速增长。

库存：2018 年最后一周，库存止降小增，经济压力及消费淡季

压力凸显，预计在春节前库存会继续累积，且目前的库存基数（128.6

万吨）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19 年面临的去库压力依然较大，仍是

铝价面临主要压制因素。

综上，成本端有下移压力；供应在原料供应和产能增加的情况

下预计会有增长；需求端在政策刺激下有望小幅增长，但缺乏强有

力的刺激因素；高基数库存对铝价的影响还会持续存在。铝价面临

的基本面乏善可陈，还将偏弱震荡，预计运行区间为 13000-15000

元/吨。但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如果全行业亏损引发的减产范围扩大，

铝价供应端收缩，铝价将有望迎来阶段性上涨行情。LME 市场明年也

面临较多负面因素，包括欧美经济面临的下行的压力，贸易争端不

断，以及俄铝制裁取消、海德鲁复产等因素影响，LME 三月期铝也将

偏弱运行，预计区间在 1700-2150 美元/吨。

中国国际期货•研发产品系列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策略研究·年报 有色·铝

中期研究院

www.cifco.net

有色，铝：杨彩霞
yangcaixia@cifco.net

欧阳玉萍
ouyangyuping@cifco.net

证书号：Z0002627

铝：乏善可陈，偏弱运行

http://www.cifco.net/


年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目录

第一部分 2018年铝市场行情回顾..................................................................................................................................... 3

第二部分 铝市场基本面分析............................................................................................................................................4

一、成本端........................................................................................................................................................................4

（一）氧化铝价格面临供应压力............................................................................................................................... 4

（二）电力成本高企....................................................................................................................................................7

（三）其他辅料成本预期不一................................................................................................................................... 7

二、 供需面......................................................................................................................................................................8

（一）原料与产能增加，供应预期增长................................................................................................................... 8

（二）刺激政策拖底，需求低速增长....................................................................................................................... 9

（三）2019年仍面临去库压力................................................................................................................................ 13

（四）总结：供需低速增长，去库压力延续......................................................................................................... 14

第三部分 2019年铝市场行情展望.................................................................................................................................. 14



年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正文：

第一部分 2018 年铝市场行情回顾

2018 年铝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发，铝价大幅波动，尤其 LME 铝价经历了罕见的极端行情，比如的 4

月 6日美国对俄铝制裁消息公布之后，在 9个交易日内连续大幅拉涨，累计最大涨幅超过 30%；10 月

3 日海德鲁公布受赤泥堆场限制将关停另外 50%氧化铝产能，消息一出，伦铝当日实现涨幅 6.4%。之

后随着俄铝制裁延期、海德鲁继续维持 50%产能生产，以及贸易战的不断恶化及对消费前景的负面影

响，伦铝自 10 月上旬转入下跌趋势，尤其进入 12 月份之后出现交仓行为，伦铝价格快速下挫，截止

12 月 24 日，最终收于 1883 美元/吨（年内最低），较年内高点下跌 26.2%；年均价为 2117 美元/吨，

较 2017 年均价同比上涨 6.8%。

国内铝价波动相对于 LME 市场平缓，一度受到氧化铝价格持续攀升带来的成本支撑，出现阶段性

的上涨行情，但之后随着环保限产放松、国内需求低迷以及库存高位影响，震荡下跌。截止 12 月 26

日，沪铝主力合约收于 13790 元/吨，年均价 14341 元/吨，较 2017 年均价下跌 2.3%。

图1-1：LME市场铝库存和三月期铝价格 图1-2：SHFE铝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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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996年以来LME三月期铝和沪伦主力合约年均价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第二部分 铝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成本端

2018 年，国内铝土矿受环保检查、矿山治理等因素影响生产受限，一度导致氧化铝厂的被动减产，

叠加海外市场突发事件，国外氧化铝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国内氧化铝大量出口，两方面因素推升氧化

铝价格；电力政策的调整也导致电解铝成本上升；其他辅料价格多数也受到环保及成本影响以上涨为

主。综合看，今年成本端一度是刺激铝价阶段上涨的主要原因。

（一）氧化铝价格面临供应压力

1、2018 年成本与出口推升氧化铝价格

山西、河南铝土矿受环保督查、露天矿整顿等因素影响，国内供应出现紧张，铝土矿价格持续上

涨，以山西（A/S:5.0)铝土矿价格为例，至 8月份月均价攀升至 460 元/吨，较 2017 年年初水平上涨

200 元/吨。铝土矿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一度导致国内部分氧化铝厂采取阶段性的减产，推升氧化铝价

格至 3300 元/吨上方。考虑到环保政策的持续性，以及国内铝土矿品位的逐步下滑，2019 年国内铝土

矿价格可能会保持相对坚挺，但进口矿持续增加预期会缓解供应的压力。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8 年 1-10 月份我国累计进口铝土矿 6784 万吨，同比增长 21.7%。预计全

年进口量将达到 8000 万吨，2019 年进口量预计会进一步扩大至 9000 万吨。



年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图2-1：分地区铝土矿月度均价（元/吨） 图2-2：我国铝土矿进口量

资料来源：mymetal，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mysteel，中期研究院

2018 年国内氧化铝生产受到矿的因素影响一度出现减产情况，自 7月份开始开工率回落。根据阿

拉丁（ALD）统计 1-11 月中国氧化铝累计产量为 6537 万吨，同比增长 0.8%。预计 2018 年产量达到

7161 万吨，同比增长 1.6%，为历史最低增速。

从需求来看，今年电解铝在高成本压力下减产，国内氧化铝需求略有下降，但出口大增，导致多

数月份处于短缺状况。今年国外氧化铝市场，受到俄铝制裁和海德鲁减产影响，氧化铝供应受到影响，

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出口窗口打开，结束我国氧化铝多年净进口的状况，自 5月开始转为净出口。1-11

月我国累计出口氧化铝 128.5 万吨，进口则只有 46 万吨。

图2-3：各地氧化铝三网均价（元/吨） 图2-4：国内外氧化铝价格对比

资料来源：mymetal，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mymetal，中期研究院

元/吨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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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我国氧化铝产能月度开工率 图2-6：我国氧化铝年度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2、2019 年供应增加、出口持续性存疑，价格面临压力

根据阿拉丁的统计，截至 12 月初我国氧化铝建成产能 8407 万吨，运行产能 7509 万吨。全年新建

产能增加 305 万吨，另外包括田东锦鑫、信发化工等企业的前期技改产能增加 70 万吨左右。同时根

据阿拉丁的跟踪，预计将于 2019 年投产的氧化铝产能有 470 万吨。根据项目进展，预计 2019 年氧化

铝产量将达到 7435 万吨,同比增长 3.8%。

表 2-1：2018 和 2019 年我国氧化铝新建项目

年度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 投产时间

2018年新增

信发化工 120 2018年四季度

华庆铝业 30 2018年二季度

晋中化工 100 2018年三季度

魏桥集团 50 2018年三季度

田园化工 5 2018年二季度

合计 305

2019年新增预估

鲁渝博创 90 2019年四季度

华晟新材料 100 2019年四季度

魏桥集团 100 2019年三、四季度

天桂铝业 80 2019年一季度末

国电投遵义 100 2019年一季度末

合计 470

资料来源：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明年国外氧化铝市场供应较大的影响在于海德鲁 50%产能（320 万吨）的复产进度，在 9月初海德

鲁与当地政府签署了两项协议，双方就复产工作达成一致，这些协议包括 Alunorte 与 Norte do

Brasil S 之间签署的调整行为技术条款（TAC）。市场普遍预计有可能于明年一季度复产。另外阿联酋

全球铝业公司(Emirates Global Aluminium)在建设的阿布扎比 Al Taweelah 氧化铝精炼厂（200 万吨

产能）将于明年一季度投产，该公司已经从 2018 年 6 月开始连续进口烧碱和铝土矿为投产做准备；

另外还有酒钢在牙买加氧化铝厂的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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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外氧化铝产能的恢复和投产，国外市场的供应增加之后，会导致与国内价差收敛，我国

今年大量出口的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回归到国内市场，明年在新产能投放、进口矿增加、出口需求难为继的情况下，氧化铝价格

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但根据阿拉丁的测算，考虑到煤炭和烧碱价格面临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政策影

响价格大概率维持高位运行，叠加人工成本因素，预计 2019 年全国氧化铝加权平均成本在 2800 元/

吨左右，也是氧化铝价格的主要底部支撑。

（二）电力成本高企

从电力本身来看在煤炭价格高位运行的情况下，电价本身已经上调，以山西省为例，2018 年网电

价格为 0.36 元/度，较 2017 年上调 0.082 元/吨，折算电解铝成本每吨增加 1107 元/度。相对于网电，

自备电厂的优势突出，然而今年自备电厂政策牵动市场神经，自备电厂优势被削弱。

自备电厂成本增加主要来自两方面：（1）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根据阿拉丁的统计的目前全国约有

1008 万吨产能（占全国产能的 22.7%）使用区域网或独立电网运行，根据各地的缴纳标准测算电解铝

成本平均增加 619.7 元/吨，按照比例折算到全国范围，平均成本约增加 140 元/吨。（2）政策性交叉

补贴。山东省 9月份公布的《山东省关于完善自备电厂价格政策的通知》，文件要求，2018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缓冲期内交叉性补贴为 0.05 元/度（对应增加电解铝成本 675 元/吨）， 2020

年缓冲期过后，交叉性补贴按文件要求将升至 0.1016 元/度（成本再增加 696.6 元/吨）。山东省在行

业内的示范作用，预计后续其他各省也会陆续发布。

表 2-2：各地政府基金及附加缴纳标准

地区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元/度） 电解铝成本增加（元/吨）

甘肃 0.0248 334.8

河南 0.0342 461.7

新疆 0.0421 568.35

宁夏 0.0432 583.2

内蒙古 0.0443 598.05

山西 0.0471 635.85

陕西 0.0487 657.45

山东 0.0504 680.4

重庆 0.0509 687.15

广西 0.0537 724.95

湖北 0.0655 884.25

平均 619.65

资料来源：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三）其他辅料成本预期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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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焙阳极在电解铝成本中占比 12%，相对于其他原辅料价格，预焙阳极价格表现稍弱，上半年价

格持续下跌，至 7月份受石油焦等原料价格上涨，阳极价格触底回升，但之后随着新产能投产以及电

解铝厂减产导致需求下降，阳极价格自 12 月初开始回落。从 2019 年来看，预计阳极市场将长期处于

供应相对过剩的状态，价格将处于稳中趋降的走势。氟化铝预计维持高位运行。

图2-7：预焙阳极价格（元/吨） 图2-8：氟化铝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供需面

（一）原料与产能增加，供应预期增长

2018 年在成本压力之下，国内电解铝新产能投产缓慢，减产产能增加，国内电解铝产量也出现明

显转折，结束高增长态势。据统计，年内我国累计减产产能超 300 万吨，减产主要从下半年开始，减

产主要集中在河南、甘肃等高成本地区。2018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广西南宁召开部

分电解铝骨干企业座谈会，会议宣布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拟停产规模或将超过 80 万吨/年。根据阿拉

丁统计，2018 年 1-11 月我国电解铝产量为 3338 万吨，同比下降 0.6%；预计全年产量 3648 万吨，与

2017 年基本持平。

图2-9：我国电解铝总产能及在产产能情况（万吨） 图2-10：我国电解铝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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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在进口矿增加、氧化铝产能充足的情况下，预计电解铝产量会有增加，且根据阿拉丁预

计，明年还有 284 万吨新的电解铝产能投产。但是预计受到铝价低迷、成本端各因素趋势不一，预计

总成本下移空间有限，在大面积亏损的背景下，投产进度和实际产出可能受到抑制。

表 2-3：2019 年预计投产产能 （万吨）

地区 企业名称 产能

内蒙古

霍煤鸿骏 10

华云新材料 15

创源金属 20

包头市新恒丰能源有限公司 20

蒙泰铝业 12

合计 77

陕西 美鑫投资 25

广西

德保百矿 23

田林百矿 23

隆林百矿 20

合计 66

云南

云铝海鑫 25

云铝溢鑫 21

云铝文山 0

神火云南 10

其亚云南 10

合计 66

山西 中铝华润 25

贵州 登高铝业 15

四川 林丰铝电广元项目 10

合计 25

总结 284

资料来源：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二）刺激政策拖底，需求低速增长

1、2018 年铝消费表现低迷

我国电解铝主要用在建筑、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其中建筑业占比最大为 31%，其次是交通运

输业，占比 14%；电力占比为 13%。2018 年在内忧外患之下，铝下游各终端行业表现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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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电解铝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安泰科，中期研究院

房地产增速下滑，由于铝在房地产行业应用在建设周期末端，房屋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的数据反

应增加直观。1-11 月，房屋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12.3%，且自下半年以来，降幅不断扩大；同期房屋销

售面积同比增长 1.4%，同样自下半年以来增速不断下滑。

汽车行业从下半年以来持续低迷，且从 10 月份开始出现了多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1 月产量继

续下滑，降幅扩大。汽车行业协会最新数据，1-11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32.5 万辆和 2542 万辆，

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6%和 1.7%。

此外，220 千伏以上线路长度也处于下降态势，空调产量同比增长在 10%以上，但增幅也在收窄。

今年在沪伦比值回落的背景下，出口表现强劲，1-11 月我国累计出口未锻轧铝及铝材 527 万吨，同比

增加 21.1%。

综合以上各行业的表现，预计 2018 年铝消费增速的下滑，根据阿拉丁的预计全年消费量为 3672

万吨，同比增幅为 3.6%。

图2-12：我国房地产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速 图2-13：我国汽车产量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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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新增220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累计同比 图2-15：空调产量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16：沪伦比值 图2-17：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2、2019 年寄望于政策效果显现

对于 2019 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上，明确“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

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由上可以看出，政策拖底决

心较为强烈，我们认为有政策拖底，有基建、减税等刺激政策的带动，消费不必过分悲观。

2019 年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自 2018 年三季度开始地方债集中爆发式发行，为基建补

短板保驾护航。1-11 月，全国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1014 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 21913 亿元，

发行专项债券 19101 亿元；发行的新增债券中，新增一般债券 8025 亿元、占当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8300 亿元的 97%;新增专项债券 13207 亿元，占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3500 亿元的 98%。根据中央经

济工作会的精神，2019 年地方专项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预计会达到 2万亿元、甚至 2.3 万亿元规模。

另外政策方面，1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持基建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政策的核心意思是可以让地方财政先将资金用于基建项目建设，等到发债筹资后，再把钱垫回，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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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政策助力基建项目的落实。从基建投资数据，自 10 月份增速已经出现回

升，但是考虑到对金属需求带动一般存在半年到一年的滞后期，叠加四季度及明年一季度消费淡季因

素，预计基建的带动效用明年年中会逐步显现。

房地产投资、施工与竣工面积出现明显背离后回归。从目前来看，房地产调控出现松动迹象，菏

泽、广州限购政策出现松绑，预计后续还会有地区部分限制性政策的放宽或执行上的放宽。另外资金

方面， 12 月 12 日，发改委发布《关于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 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告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规则正式落地，其中明确鼓励优质

发行企业债，资金保障也有利于竣工面积提升。

另外从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增速的历史走势来看，也曾出现过背离的情况，但最终开工面积快

速增长都会体现在竣工面积上。历史上比较明显的两次背离出现在 1993 年和 2010 年，但最终在一年

多的时间里都实现回归。那么次轮背离，数据上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体现，开工面积持续正增长，而

竣工面积负增长，根据历史经验，次轮背离有望在 2019 年逐步改变，也就意味着竣工面积有望恢复

增长。

图2-18：我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与竣工面积同比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出口大幅增长势头能否延续存在不确定性。G20 峰会期间，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税率提升至 25%的期限推迟至 2019 年 3 月 2 日。这期间谈判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3月之后怎么

执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外明年美元走弱预期，人民币走势也会受到贸易环境的影响，继而影响

出口。

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铝的消费前景较为乐观。一方面在于轻量化应用的推广，铝的比重（2.7

g/cm3）不及钢铁（7.6 g/cm3）和铜（8.5 g/cm3）的一半。作为一种理想的轻质材料，未来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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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铝的应用前景值得期待，轻量化不但可以减重和提升燃油效率，同时也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除了轻质之外，铝还具有卓越的热传输、导电性能。此外，铝在包装方面的应用也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与全球消费结构对比也可以看出，我国铝在交通运输和包装方面应用前景也较为广阔。

图2-19：中国与全球铝消费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安泰科，中期研究院

（三）2019 年仍面临去库压力

2017 年电解铝产量的快速增长，供应过剩体现在库存上，社会库存从 2016 年底 20 多万吨左右的

水平快速累积，至 2018 年 3 月中旬达到历史高点 228.6 万吨，高库存对铝价影响的滞后性和延续性

体现到 2018 全年，也将延续到 2019 年。

尽管自2018年二季度以来库存在持续的去化，截止12月27日，SMM统计的电解铝社会库存为128.6

万吨，较年度高点整整减少 100 万吨，但从历史上来看，仍处于较高水平。去库存的持续时间较长，

好于预期，但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 12 月 27 日当周库存停止下降，周环比增加 6000 吨，季节淡季

及终端低迷的影响已经逐渐体现，预计在春节前库存可能会延续增长。高基数库存在还将是压制铝价

的关键因素，尤其在上半年可能会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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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电解铝社会库存（万吨） 图2-21：铝棒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总结：供需低速增长，去库压力延续

通过以上分析，总的来看，2019 年我国电解供应与需求都将维持增长，但消费增速放缓，体现在

表上数据显示短缺，但由于高基数库存在，整体基本面还是偏弱。

表 2-4：我国铝市场供求平衡表（万吨）

指标 2016年 2017年 2018e 2019e 同比

产量 3252 3652 3648 3733 2.3%

净进口 18.2 10 5 5 0.0%

总供应 3270 3662 3653 3738 2.3%

消费量 3254 3545 3672 3783 3.0%

供需平衡 16 117 -19 -45

数据来源：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第三部分 2019 年铝市场行情展望

成本端：综合以上分析，2019 年铝行业上游铝土矿供应增加，全球氧化铝产能有复产和新产能投

产预期下氧化铝供应会较今年宽裕，从国内市场来说，2018 年氧化铝逆转了历年来净进口状态，出口

大增，但 2019 年随着国外供应增加，这一趋势难以持续，氧化铝价格面临压力，但成本支撑，下移

空间不会太大；电力政策调整仍是电解铝行业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预焙阳极受供应增加压力预计弱

势调整；氟化铝价格预计受成本支撑表现坚挺。总的来看，成本端有下移的压力，但空间不大。

供需面：受氧化铝供应增加和新产能投产，预计 2019 年电解铝产量会有小幅增加；需求端，尽管

国内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认为有政策拖底，基建投资效用显现以及减税规模扩大预期，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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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竣工面积增速的回归，但外部环境复杂，出口高增长能否延续存在不确定性，我们预计明年国内消

费增速有望实现 3%左右的增长。

库存：2018 年最后一周，库存止降小增，经济压力及消费淡季压力凸显，预计在春节前库存会继

续累积，且目前的库存基数（128.6 万吨）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19 年龄的去库压力依然较大，仍是

铝价面临主要压制因素。

综上，成本端会有下移压力，供应在原料供应和产能增加的情况下预计会有增长，需求端在政策

刺激下有望小幅增长，但缺乏强有力的刺激因素；高基数库存对铝价的影响还会持续存在。铝价面临

的基本面乏善可陈，铝价还将偏弱震荡，预计运行区间为 13000-15000 元/吨。但考虑到一种可能性，

如果全行业亏损引发的减产范围扩大，铝供应端收缩，铝价将有望迎来阶段性上涨行情。LME 市场明

年也面临较大压力，包括欧美经济面临的下行的压力，贸易争端不断，以及俄铝制裁取消、海德鲁复

产等因素影响，LME 三月期铝也将偏弱运行，预计区间在 1700-2150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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