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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成本端：氧化铝价格止跌企稳，成本端加固。随着铝价的不断

抬升，以及资本的推动，氧化铝短期内有望延续阶段性反弹，使电

解铝成本端支撑加固。但氧化铝趋势性上涨需要供需格局改变来支

撑，国内氧化铝产能充裕，预计伴随着氧化铝价格抬升，供应也会

增加；另外进口窗口逐渐开启，供应端压力还是需要关注。

供需基本面：目前市场焦点在于消费的改善，叠加宏观数据乐

观，经济企稳预期提前，以及汽车、家电等终端消费的消费刺激政

策对铝消费的提振预期。从 5月份来看，预计季节性去库存有望延

续，关注后续消费刺激政策动向，政策推出将带动铝消费稳步增长。

以上因素在 5月份仍将支撑铝价偏强运行，但需要注意的是，

伴随着铝价的上涨，电解铝利润不断修复，在目前行业盈利的情况

下，供应将会增加，包括前期投产产能释放加速，以及采暖季期间

限产但未重启的合规产能的启动，比如山东魏桥 50 多万吨产能置换

完成之后的复产，供应端增加将是铝价面临的主要压力。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 5月份铝价震荡微强，沪铝 1906 合约运行

区间在 13900-146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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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4月铝市场行情回顾

4 月份国内铝价在有色金属中表现独立，强势上扬，盘中最高 14270 元/吨，截止 4月 29 日主力

合约收盘于 14225 元/吨，录得月均价 13969 元/吨，环比上涨 2.4%。反观 LME 三月期铝，价格表现疲

弱，自 1900 美元/吨附近一路下跌，4月 28 日，由于 LME 市场库存单日大增 48200 吨，数据公布后，

铝价急速下挫，创出月内新低 1826 美元/吨。沪伦比值不断上修，由月初的 7.33 附近升至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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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5月铝土矿价格持稳

4 月份国内铝土矿生产情况恢复不及预期，尤其山西地区个别矿区因环保问题，在产矿山出货量

普遍不高。但同时的需求端由于部分氧化铝厂改造，进口矿用量增加，减少国产矿用量。铝土矿价格

高位持稳。

根据阿拉丁数据，截止 4月最后一周，山西地区主流铝含量 60%、铝硅比 5.0 的铝土矿到厂不带

票价格 470-490 元/吨，铝含量 60%、铝硅比 4.0 的铝土矿到厂不带票价格 350-360 元/吨；河南地区

铝含量 58%、铝硅比 4.0 的铝土矿到厂不带票价格 300-32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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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续来看，国内供应有增长预期；铝土矿进口量仍有增长潜力，根据海关统计数据，3月份我

国进口铝土矿 903 万吨，环比增加约 1.6%，同比增加约 24.2%；1-3 月累计进口 2580 万吨，同比增加

26.5%。但由于产业链中游企稳，供应增长对铝土矿价格传递可能延后。因此，我们预计短期内铝土

矿价格维稳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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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迎来阶段性反弹

自 4月 16 日开始，氧化铝价格止跌开始反弹，截止 4月 29 日，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氧化铝三

网均价均回升至 2770 上方，较底部反弹超 100 元/吨。短期内由于前期投产产能释放不及预期、铝土

矿价格暂时高位坚挺，另一方面电解铝价格偏强，对氧化铝形成提振，预计氧化铝价格有望延续短周

期的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氧化铝产能是充足的，根据阿拉丁统计，截止 4月 26 日，国内氧化铝运行产

能 7116 万吨，环比提高 5%。且从各项目的投产进度来看，5月份，南川区水江项目（80 万吨）、鲁渝

博创（50 万吨）产量会增加比较明显。其他项目，比如靖西天桂、国电投遵义（100 万吨）预计 6月

出产品，后续供应增加不容小觑。另外从出口情况来看，目前澳洲氧化铝 FOB 价格为 363 美元/吨，

折人民币 2443 元/吨，出口无望。海关数据，3月当月氧化铝出口 4439 吨，进口 2.72 万吨，净进口

2.27 万吨。后续预计受国外供应的增长及比值有利，国内氧化铝贸易将恢复为净进口状态。

氧化铝价格趋势性上涨需要供需面扭转来配合，显然目前的基本面仍未完全扭转过剩状态，氧化

铝价格后续走势仍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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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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工业用电价格下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 10%的要求，近日多地纷纷公布的电价调

整方案，电力价格下调使得电解铝企业生产成本下降。

青海：自 5月 1日起，利用电网企业增值税率由 16%调整为 13%，腾出的电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

般工商业电价，青海电网一般工商业目录电价、输配电价同时下调每千瓦时 0.0567 元。

山西：电力行业增值税率由 16%调整到 13%后，4月起，山西省一般工商业用电销售电价降低 2.55

分/千瓦时，山西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输配电价同步降低 2.55 分/千瓦时。

甘肃：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省内一般工商业用电（除汶川地震重灾八县区非普工业用电）价格

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每千瓦时统一降低 3.68 分钱。

云南：电网企业增值税税率由 16%调整为 13%后，省级电网企业含税输配电电价水平降低的电价空

间全部用于降低一半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每千瓦时降低 4.6 分。执行时间从 4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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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辅料价格也偏弱运行

4 月份，预焙阳极执行价格下跌 100-150 元/吨左右，需求暂未见明显提升，但原材料石油焦、煤

沥青价格推涨，成本面较强支撑。4月份氟化铝价格呈下降趋势，月度跌幅超千元。从 5月来看，如

果铝价持续向好，电解铝企业将开始增产，对原料需求增加，或将利好阳极、氟化铝等辅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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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电解铝盈利扩大

由于以上原辅料及电价方面的分析，电解铝盈利不断改善。

图2-9：电解铝盘面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电解铝：需求改善预期，供应增加潜力

（一）供应端增加较为确定

阿拉丁（ALD）数据显示，截止 3月底中国电解铝总产能 4057.4 万吨，环比增加 34 万吨。运行产

能 3653.6 万吨，与 2月相比增加 24 万吨。同时根据阿拉丁数据，3月电解铝产量 305 万吨，日产量

9.84 万吨，前三个月的供应情况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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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由于铝价上涨，行业盈利下，暂无产能减产，新投产和复产产能进展较缓，整体运行产能

变化不大。5月份，产能投复产将会提速，其中包括山东魏桥、青海百河、中铝华润、西部水电云铝

鹤庆等企业因此均准备或已经开始复产和投产计划，尤其青海百河铝业（25 万吨）4月 12 日已开始

少量复产。魏桥铝电（集团）54 万吨电解铝指标已公示，预期 5月初可能开始复产。供应端的增加是

铝价上行面临主要压力。

表 2-1：2019 年以来已复产和待复产产能情况

省份 企业 总复产规模 已复产 备注

山东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陇西分公司 10 0 取决于电价问题

山东 魏桥铝电（集团） 54 0 已公示，5月初可能开始复产

内蒙古 甘肃连城铝业有限公司 40 0 取决于电价实施期限

青海 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25 0.5 4 月 12 日已开始少量复产

新疆 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 15 0 有计划，但复产时间尚未决定

合计 144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中期研究院

（二）消费改善，库存仍将去化

4 月份消费旺季下，终端需求持续改善。从下游行业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一季度同比

增长 6.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扩大，同比增长 11.8%；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2.95%；汽车

行业产销降幅收窄，但暂未扭转下降态势；家电产量数据企稳回升。政策层面，《推动汽车、家电、

电子消费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 年)征求意见稿》发布，政策层面利

多后续消费。

图2-10：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 图2-11：房地产投资增速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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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我国汽车月度产销增速 图2-13：主要家电产品产量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从出口情况来看，中国 3月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 54.6 万吨，2月为 34 万吨。对于后续出口情况，

预计会有回落，一方面由于国内铝价抬高，沪伦比值扩大；另一方面，尽管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表现

较强劲，但欧洲、日韩等发达经济体面临压力，国外消费整体难言乐观。另外，由于国外市场交通运

输是第一大消费领域（消费占比超三分之一），根据各国汽车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一季度汽车

消费数据普遍下降。综上以上两方面，预计后续电解铝及铝材出口有回落可能。

图2-14：铝沪伦比值 图2-15：未锻轧铝及铝材月度出口量（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伴随着消费的改善，库存持续下降。截止 4月 29 日，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147 万吨，较 3月底减少

20.8 万吨，预计 5月份消费旺季延续，库存有望继续维持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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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我国电解铝社会库存（万吨） 图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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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铝市场行情展望

成本端：氧化铝价格止跌企稳，成本端加固。随着铝价的不断抬升，以及资本的推动，氧化铝短

期内有望延续阶段性反弹，使电解铝成本端支撑加固。但氧化铝趋势性上涨需要供需格局改变来支撑，

国内氧化铝产能充裕，预计伴随着氧化铝价格抬升，供应也会增加；另外进口窗口逐渐开启，供应端

压力还是需要关注。

供需基本面：目前市场焦点在于消费的改善，叠加宏观数据乐观，经济企稳预期提前，以及汽车、

家电等终端消费的消费刺激政策对铝消费的提振预期。从 5月份来看，预计季节性去库存有望延续，

关注后续消费刺激政策动向，政策推出将带动铝消费稳步增长。

以上因素在 5月份仍将支撑铝价偏强运行，但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铝价的上涨，电解铝利润不

断修复，在目前行业盈利的情况下，供应将会增加，包括前期投产产能释放加速，以及采暖季期间限

产但未重启的合规产能的启动，比如山东魏桥 50 多万吨产能置换完成之后的复产，供应端增加将是

铝价面临的主要压力。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 5月份铝价震荡微强，沪铝 1906 合约运行区间在 13900-146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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