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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成本端：2月份氧化铝价格跌势有所收敛；煤矿安全检查推升煤

炭价格，尤其内蒙银漫矿业的安全事故，使得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

发文要求两会期间做好安全检查，对煤炭价格带来利多，电解铝成

本暂无明显下滑。但三四月份国内复产和投产的氧化铝消息较多，

包括鲁渝博创、国电投遵义、靖西天桂等；同时铝土矿进口量大增、

国内矿山复产，铝土矿价格在 2月末已出现松动。基于供应增加预

期及铝土矿价格松动因素，未来氧化铝价格面临下移的压力。

供需基本面：预计 3月份会呈现供需双增的格局。供应端，今

年以来已经有内蒙创源和陕西美鑫投产，3月份预计还有广西苏源、

德保百矿等产能投产，以及采暖季限产的部分产能复产，同时铝价

企稳后铝厂减产的可能性降低，电解铝供应量会出现上升；需求端，

3月份逐步迎来季节性旺季，叠加宏观面在央行放水背景下，对铝消

费有提振预期，消费实际兑现情况是后续影响铝价的关键因素。但

目前市场库存基数仍然较高，截止 2月 28 日为 174.4 万吨，去库压

力严峻。

总的来看，尽管宏观面情绪偏暖，但电解铝市场基本面压力仍

然存在，供应增加确定性较强，需求端尽管有向好预期，但仍需要

等待验证。而库存基数较高，去库压力严峻。成本端，氧化铝还面

临下移压力。基本面短期内难有明显改善，决定铝价上方的压力难

消。预计 3月份主力合约运行区间在 13300-14000 之间，建议区间

操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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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2月铝市场行情回顾

2 月份 LME 铝价呈“V”型走势，春节之后受中美谈判利好、美元指数回落及国内政策面利多消息

带动，内外盘铝价双双企稳，截止 2月 28,LME 三月期铝收于 1905 美元/吨，月均价 1888 美元/吨，

环比上涨 1.2%。国内主力合约收于 13680 元/吨，月均价 13520 元/吨，环比上涨 0.7%。

图1-1：SHFE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图1-2：LME三月期铝收盘价（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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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矿石价格松动叠加供应增加预期，氧化铝价格承压

2 月份一方面由于春节放假，另一方面由于春节后北方地区降雪推迟矿山复工进度，使得 2月份

铝土矿价格保持高位。进入 3月份，预计国内矿山复产，供应会有增加。此外，根据海关数据显示，

1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量飙升至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 789 万吨，仅次于 2014 年 1 月的 802

万吨，其中几内亚进口量再次刷新纪录至 426 万吨。另外据了解，中州铝业、开曼铝业、香江万基等

企业开始技改转型，逐渐使用进口矿代替国产矿，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也会施压铝土矿价格。总的来

看，预计 3月份铝土矿价格出现回调的可能性偏大，对应氧化铝成本存下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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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分地区铝土矿月度均价（元/吨） 图2-2：我国铝土矿月度进口量（吨）

资料来源：mymetal，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mysteel，中期研究院

另外从氧化铝产能方面来看，近期将投产的氧化铝产能较多，主要包括山东鲁渝博创铝业，拟于

2月下旬投产，预计于 3月下旬产出，该厂建成产能为 50 万吨；山东齐星 50 万吨氧化铝生产线 2月

份已投产，预计 3 月出产品；南川区水江拟 3月下旬产出，该厂建成产能为 80 万吨；靖西天桂铝业

有限公司，拟 2019 年 4 月进行投产 80 万吨；还有国电投遵义拟投产的 100 万吨产能。以上项目中靖

西天桂和国电投遵义属于新建项目，投产前期需求要磨合，预计实际产出要到二季度后。仅从 3月份

来看，新产能的实际产出可能不大，但供应增加预期对氧化铝价格形成压制。

另外从氧化铝出口来看，自 2018 年 11 月份氧化铝出口窗口关闭，出口量开始下滑。根据海关数

据，中国 1月氧化铝出口 14.29 万吨，环比下滑 19.48%，进口 8万吨，录得 2018 年 4 月以来新高，1

月净出口 6.29 万吨。从目前国内外比价来看，预计 2、3月份出口仍可能下滑，净出口状况大概率要

终结。

图2-3：分地区氧化铝三网均价（元/吨） 图2-4：澳洲氧化铝FOB（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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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氧化铝月度供求平衡 图2-6：氧化铝月度出口量（万吨）

资料来源：AL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辅料价格表现各异

2 月阳极价格震荡下行，尤其在 2月最后一周受石油焦等原料价格下跌的影响，阳极价格下调明

显；2月氟化铝价格维稳，目前部分氟化铝企业进入检修阶段，市场开工率一般，短期预计氟化铝价

格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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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焦点在于需求兑现情况

（一）预计 3月份供需双增

截止到 2月 21 日，减产的电解铝企业主要包括山东华宇、山西华圣、山西华泽等，合计减产产能

17 万吨。投产的产能包括内蒙古创源和陕西美鑫，合计投产产能 36 万吨。从产量来看，根据 SMM 统

计，1月全国电解铝产量 296.9 万吨，同比减少 0.5%，环比下滑 0.7%。2 月份由于只有 28 天且 1月

份新增产能供应量有限，预计产量进一步回落。从 3月份来看，仍有新产能进一步投产，比如，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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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保百矿二系列 10 万吨、广西苏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系列 10 万吨、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以及

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等。另外考虑到，山东采暖季限产产能部分恢复，预计 3月份电解铝供应会出

现上升。

表 2-1：2019 年以来我国减产、已投产及待投产的电解铝产能

减产产能

企业名称 总产能 原运行产能 减产产能 减产时间

山东华宇铝电有限公司 20 9 9 2019 年 1 月

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 22 19 4 2019 年 1 月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43 43 4 2019 年 1 月

新投产产能

企业名称 新产能 已投产产能 待投产产能 投产时间

内蒙古创源金属有限公司 33 27 6 2019 年 1 月

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7.3 9 18.3 2019 年 1 月

预计 3月份将投产产能

企业名称 新产能 已投产产能 待投产产能 预计投产时间

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 10 0 10 2019 年 3 月

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25 0 25 2019 年 3 月

广西苏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 0 10 2019 年 3 月

广西德保百矿铝业有限公司 10 0 10 2019 年 3 月

资料来源：百川，中期研究院

需求端，元宵节后下游加工企业基本全面复工，消费地需求略有改善，根据 Mymetal 统计的主流

消费地的铝棒出口量数据，在元宵节后增长明显，2/18-2/24 当周出库量为 4.81 万吨，周度环比增加

3.75 万吨。电解铝出库量也略有增加。

3月份终端将迎来季节性旺季，另外从终端来看，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降幅、新增 220 千伏及以

上线路长度同比降幅均在明显收窄；年后公布的 2019 年 1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3.23 万亿元，同比多增

3300 亿元，宽信用政策驱动银行信贷放量。随着资金放量以及阶级性开工的回暖，预计房屋竣工面积、

电力方面建设均有望进一步恢复。

从出口情况来看，1月我国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量为55.2万吨，环比增加4.74%，同比增加23.02%。

为 2015 年 1 月以来单月最高。 2月份春节因素出口将会有明显减少；在 2月 6日和 8日美国商务部

分别在《联邦公报》上正式发布了对中国普通铝板带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税令，反补贴税率为

46.48%-116.49%;反倾销税率为 49.85%-59.72%，但鉴于国外加工产能不足，实际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但春节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对出口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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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我国电解铝出库量 图2-10：我国主流地区铝棒出库量

资料来源：Mymetal，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Mymetal，中期研究院

图2-11：我国房屋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速 图2-12：新增220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去库压力依然严峻

截止到 2月 28 日，SMM 统计的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174.4 万吨，春节期间累库 48.2 万吨，根据目

前下游情况，预计累库还会持续一至两周时间。对比来看，目前库存数据虽低于 2018 年同期，但远

高于之前年度同期水平，高库存对于铝价压制还是较强。

图2-13：我国电解铝社会库存（万吨） 图2-14：我国铝棒库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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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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3月份铝市场行情展望

成本端：2月份氧化铝价格跌势有所收敛；煤矿安全检查推升煤炭价格，尤其内蒙银漫矿业的安

全事故，使得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发文要求两会期间做好安全检查，对煤炭价格带来利多，电解铝成

本暂无明显下滑。但三四月份国内复产和投产的氧化铝消息较多，包括鲁渝博创、国电投遵义、靖西

天桂等；同时铝土矿进口量大增、国内矿山复产，铝土矿价格在 2月末已出现松动。基于供应增加预

期及铝土矿价格松动因素，未来氧化铝价格面临下移的压力。

供需基本面：预计三月份会呈现供需双增的格局。供应端，2019 年以来已经有内蒙创源和陕西美

鑫投产，3月份预计还有广西苏源、德保百矿等产能投产，以及采暖季限产的部分产能复产，同时铝

价企稳后铝厂减产的可能性降低，电解铝供应量会出现上升；需求端，3月份逐步迎来季节性旺季，

叠加宏观面在央行放水背景下，对铝消费有提振预期，消费实际兑现情况是后续影响铝价的关键因素。

但目前市场库存基数仍然较高，截止 2月 28 日为 174.4 万吨，去库压力严峻。

总的来看，尽管宏观面情绪偏暖，但电解铝市场基本面压力仍然存在，供应增加确定性较强，需

求端尽管有向好预期，但仍需要等待验证。而库存基数较高，去库压力严峻。成本端，氧化铝还面临

下移压力。基本面短期内难有明显改善，决定铝价上方的压力难消。预计 3月份主力 1905 合约运行

区间在 13300-14000 之间，建议区间操作为主。



分析师承诺

本人(或研究团队)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或
研究团队)的研究观点。本人(或研究团队)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
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何形式的报酬。

免责声明

客户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

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

询独立投资顾问。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

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北京 深圳 香港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 号中国中期大

厦 A座 6 层(邮编:10002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

中心 A座 15 层(邮编:518031)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3号亿利商业大厦

23层 B室

电话: 010-65807827 0755—23818333 00852-25739399

客服: 95162 400-8888-160

网址: www.cifco.net http://www.cifco.net

北京 上海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 号中国中期大厦 A座 6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 300 号期货大厦 2701

电话： 010-65807827 021-68401905

网址： www.cifco.net www.cifco.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