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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成本端：尽管目前价格水平下，已经有氧化铝厂减产，但同时

新产能进入投复产出量阶段，带来的供应压力施压氧化铝价格。2

月份氧化铝净出口结束，尽管目前澳洲氧化铝 FOB 价格上涨，但出

口窗口的打开仍需要进一步上涨确认。总的来看，国内氧化铝市场

阶段性供应过剩状态还将持续，价格仍面临压力。另外从铝土矿来

看，由于进口矿的增加，也会倒逼国内矿价格的松动，对氧化铝价

格也是负面因素。

供需基本面：成本端下移，电解铝利润修复，进一步减停产企

业减少，而新产能方面包括德保百矿、鹤庆溢鑫及内蒙古创源等企

业新建产能投产，山东魏桥近期也出现 20 万吨左右的复产，新增产

能将在后期陆续释放，供应维持增加态势。消费端，环比有所好转，

但 160 多万吨库存去化需要更强的消费带动。此外还有税改因素，

持货商为赚取税点利润延迟出货而下游则积极采购，需要警惕 4月 1

日之后，囤货的持货商集中抛售，而下游由于前期有备货，若终端

消不及预期，下游接货情绪转差，铝价面临的压力无疑将会加重。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沪铝在高库存压力和需求不确定以及宏观

政策等因素相互作用情形下，铝价震荡概率较大，预计主力 1905 合

约运行区间为 13400-14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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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3月铝市场行情回顾

3 月份国内外铝价均维持区间震荡，期间 LME 铝由于海德鲁受网络攻击、飓风事件性影响，伦铝

价格上涨，盘中最高触及 1950 美元/吨，但后续随着消息消化以及海德鲁生产恢复，铝价回归基本面

主导，由于国外宏观数据较差，需求预期悲观，伦铝价格回落。截止 3月 27 日，LME 三月期铝收盘于

1903 美元/吨，月均价 1893 美元/吨，环比上涨 0.3% 。国内市场也维持区间震荡，一度受到外盘及

国内消费回暖预期，价格出现反弹，盘中最高 13840 元/吨，但由于基本面改善有限，铝价承压回落，

截止 3月 27 日，沪铝主力合约收盘于 13650 元/吨，月均价 13636 元/吨，环比上涨 0.8%。

图1-1：SHFE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图1-2：LME三月期铝库存及收盘价（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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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大增叠加国内矿供应增加，铝土矿价格有松动预期

3 月份，国内铝土矿价格保持平稳，主要由于山西煤矿安全事故引发的安全检查，以及两会影响，

矿山生产受限，且合规矿山多为井下开采，开采成本提高，铝土矿报价坚挺。预计 4月份随着矿山开

采逐步恢复，供应将会增加。此外，进口矿持续增加也会缓解国内矿供应紧张的状态，根据海关统计

数据，2月铝土矿进口 889.21 万吨，同比增长 46%。一方面是国外矿供应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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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氧化铝厂工艺改造以利用进口矿，对进口矿需求增加。进口矿的使用量增加会影响到国产矿价格，

价格有松动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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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中期研究院

（二）氧化铝价格阴跌，关注后续减产规模和出口变动

从氧化铝行业自身来看，压力主要在供应过剩的现实，价格下跌的态势难以改变，除非出现规模

化的减产，或出口窗口持续打开。从供应端来看，尽管由于亏损，河南和山西有氧化铝厂减产，但减

产规模远不抵新产能增加。从增产来看，山东鲁渝博创铝业 50 万吨氧化铝生产线目前已经出产品；

国电投项目计划 3月底 4月初投料，涉及产能 100 万吨，预计 7月达产。还有南川项目 80 万吨、华

兴铝业 80 万吨等项目都要复产，市场供应压力仍然较大。

从需求端来看，出口情况是影响需求的关键因素，2月中国仅氧化铝出口 3443 吨，同比下滑 10.5%，

环比减少 13.9 万吨。同期进口氧化铝 5万吨，2月净进口 4.7 万吨，近 9个月以来氧化铝净进口量首

次转正。截止到 3月 25 日，海外氧化铝离岸价格已经涨到 406 美元/吨，折合人民币价格 2724 元/吨，

按照盈利空间折算，离岸价格需要涨至 415 美元/吨左右。但是在国外铝价回调的情况下，氧化铝价

格能否持续上涨，出口窗口能否完全打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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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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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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其他辅料价格也偏弱运行

根据百川资讯的数据，在 3月第三周氟化铝价格出现急剧下挫，全国跌幅在 800-1000 元/吨范围

内，此次下跌主要是由于下游供需方面弱势结构导致，现阶段铝价偏弱，对氟化铝需求量随之减少，

电解铝企业希望借此机会压低采购价格。但是当前氟化铝成交价已经触及成本线，甚至有部分氟化铝

厂出现成本倒挂问题，后续下跌的空间或有限。3月份阳极在月末出现的下调，目前市场无利好消息，

预计短期内维持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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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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本端下移，电解铝利润修复

受各项原料价格影响，电解铝成本持续下移，根据盘面数据测算，截止 3月 25 日电解铝成本较年

初下降 490 元/吨，盘面出现盈利。

图2-9：电解铝盘面成本和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电解铝：基本面难有显著改善

（一）供应端预计持续增加

根据 ALD 的统计，截止 2019 年 2 月底，中国电解铝总产能 4023.3 万吨，同比下降 7.87%，环比

增加 0.37%。运行产能 3629.5 万吨，同比增加 0.23%，环比增加 0.26% 。2 月电解铝开工率微幅下降，

主要由于春节因素及部分产能拟进行产能置换的缘故。预计2月中国电解铝产量277万吨，日产量9.88

万吨，与 1月份相比变化不大，新投产能释放产量需要周期，预计在后几个月陆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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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德保百矿、鹤庆溢鑫及内蒙古创源等企业均有新建产能投产，山东魏桥近期也出现 20 万吨

左右的复产，电解铝市场供应呈现上升趋势。

表 2-1：1-3 月我国电解铝减复产情况（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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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煤集团通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7.6 11.5 11.5 2019 年 2 月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阳城）分公司 7.8 5.2 5.2 2019 年 2 月

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公司 15 12 3 2019 年 2 月

焦作万方 43 43 7 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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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8 0 2019 年 1 月

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7.3 18 9.3 2019 年 1 月

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 10 3 7 2019 年 3 月

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25 2 23 2019 年 3 月

广西德保百矿铝业有限公司 10 2 8 2019 年 3 月

复产产能

公司名称 总规模 已复产 复产时间

魏桥铝电（集团） 54 20 2019 年 3 月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阿拉丁、中期研究院

（二）消费环比好转，但高基数库存需要更强的需求去消化

3 月份消费环比回暖，但整体需求情况缺乏亮点，在宏观压力之下，终端消费暂没有显著的好转。

从宏观数据来看，基建投资企稳，但由于对金属消费的带动有滞后性，暂时拉动不明显； 1-2 月份房

地产销售面积下降 3.6%，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11.9%，降幅较 2018 年全年扩大，但对于后续走势来看，

房地产政策边际的放松或适度因城施策，都会激发房地产竣工、销售面积等回升。同期汽车产销环比

下降 14%，但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高速增长，1-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 万辆和 14.8 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83.5%和 98.9%，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在轻量化方面带动铝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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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我国房屋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速 图2-11：我国基建投资累计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12：我国汽车产销量增速 图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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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从出口退税政策来看，长期利好铝材出口。根据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

关政策的公告》，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将原增值税税率 16%调整为 13%、10%调整为 9%；同时对

出口货物劳务及跨境应税服务的退税率进行调整，原 16%的退税率调整为 13%，原增值税税率为 10%

且退税率为 10%的退税率调整为 9%；其它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的货物劳务及跨境应税服务的退税率

（原增值税税率为 16%但退税率为 13%、10%、6%；或增值税税率为 10%，但退税率为 6%），继续按

原退税率执行。执行的时间点：4 月 1 日为增值税率调整节点，而 6 月 30 日为出口退税率调整节

点。对于铝相关产品来说，具体调整见下表：

表 2-2：增值税及出口退税税率变动

调整前

产品 增值税税率 出口退税率

铝箔 16% 16%

铝板带 16% 13%

铝型材 16% 13%

高强度铝合金条杆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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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产品 增值税税率 出口退税率

铝箔 13% 13%

铝板带 13% 13%

铝型材 13% 13%

高强度铝合金条杆 13% 13%

数据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对于不同产品出口的短期影响不同，比如铝箔产品，企业应该尽量在 6月 30 日之前出口掉对应

16%增值税采购进来的原料，以避免三个点的税收损失；而其他产品，则要在 4月 1日前压低原料库

存。从长远来看，全额退税无疑对铝材的出口是明显利好。

回到近期的消费来看，3月中下旬，需求有所好转，但没有明显亮点。从库存情况来看，在 3月

18 日库存达到高点 175.5 万吨，之后陆续去化，截止 3月 25 日，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169 万吨，但与

往年同期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库存消化需要强劲的消费带动。

图2-15：我国电解铝社会库存（万吨） 图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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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4月份铝市场行情展望

成本端：尽管目前价格水平下，已经有氧化铝厂减产，但同时新产能进入投复产出量阶段，带来

的供应压力施压氧化铝价格。2月份氧化铝净出口结束，尽管目前澳洲氧化铝 FOB 价格上涨，但出口

窗口的打开仍需要进一步上涨确认。总的来看，国内氧化铝市场阶段性供应过剩状态还将持续，价格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10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月报

仍面临压力。另外从铝土矿来看，由于进口矿的增加，也会倒逼国内矿价格的松动，对氧化铝价格也

是负面因素。

供需基本面：成本端下移，电解铝利润修复，进一步减停产企业减少，而新产能方面包括德保百

矿、鹤庆溢鑫及内蒙古创源等企业新建产能投产，山东魏桥近期也出现 20 万吨左右的复产，新增产

能将在后期陆续释放，供应维持增加态势。消费端，环比有所好转，但 160 多万吨库存去化需要更强

的消费带动。此外还有税改因素，持货商为赚取税点利润延迟出货而下游则积极采购，需要警惕 4月

1日之后，囤货的持货商集中抛售，而下游由于前期有备货，若终端消不及预期，下游接货情绪转差，

铝价面临的压力无疑将会加重。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沪铝在高库存压力和需求不确定以及宏观政策等因素相互作用情形下，铝价

震荡概率较大，预计主力 1905 合约运行区间为 13400-14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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