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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6 月份我国铝市场将面临的因素较为复杂，预计铝价走势胶着。

宏观面，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中美贸易中美国屡次变脸，6月 17 日

还要对另外 3000 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举行听证会，美国如果进一步

升级，市场情绪将再度受到扰动。从国内来看，5月份 PMI 数据回落

至荣枯线下方，尤其新订单指数回落、库存指数上升，显示制造业

需求有所减弱。总的来看，宏观面中性偏空。

电解铝基本面来看，5月份氧化铝价格冲高后持稳，预计 6月份

氧化铝供应实质性减少，国外补充量有限，供应短缺对氧化铝价格

有较强支撑，成本端支撑仍然存在。此外，如果氧化铝价格持续坚

挺，或将推迟电解铝产能新投产以及复产节奏。消费端，考虑到房

地产、电力等行业数据的变化，预计 6月份需求好于去年同期，但

从环比来看，由于季节性转换，有转弱预期，后续库存去化幅度可

能会放缓。

整体来看，6月份铝价一方面受到宏观面不确定性以及需求季节

性预期的影响，多头信心不足，但成本端、供应端短期支撑仍在，

铝价大幅下挫的可能性也较小，高位震荡盘整仍将是主流态势。预

计 1907 合约运行区间在 13960-14500 之间，建议区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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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5月铝市场行情回顾

5 月份国内铅价在山西环保导致氧化铝厂减停产的利多因素推动下冲高至 14420 元/吨，之后随着

氧化铝涨势趋缓，及宏观面利空影响，铝价陷入震荡运行于 14000-14400 之间，截止 5月 30 日，收

盘于 14140 元/吨，录得月均价 14181 元/吨，环比上涨 1.4%。

LME 三月期铝表现弱于内盘， 5月 20 日，巴西联邦法院完全解除了对海德鲁旗下巴西 Alunorte

氧化铝厂的生产禁令，消息一出，伦铝跌破 1800 美元/吨的整数位。截止 5月 29 日收盘，收于 1796

美元/吨，录得月均价 1812 美元/吨，环比下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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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矿价格持稳

5 月下旬受氧化铝厂减产影响，铝土矿价格有小幅松动。但从后续来看，一方面氧化铝厂有补库

需求，另一方面环保检查仍在继续，包括河南露天矿山集中整治百日会战，山西省环保检查不断，国

产矿供应高压延续，预计后续将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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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矿方面：根据海关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量为 977 万吨，再创新高，同比大涨 68.1%，

环比增加 8.2%。进口矿主要来自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印尼，累计占比达 90%。从国内部分氧化铝厂技

改，以及国内铝土矿供应趋势等因素来看，预计进口量将维持高位，我国对进口矿依赖提升也是大势

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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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价格有望保持坚挺

山西环保检查导致部分企业减停产，氧化铝应声快速上涨。自 5月 13 日消息公布，截止月底氧化

铝均价上涨超 340 元/吨。临近月末涨势暂缓，但从基本面来看，氧化铝供需格局将会实质改善，还

将支撑氧化铝价格高位。

此次山西环保事件，截止目前影响产能约 400 万吨，分别为交口肥美铝业（280 万吨）全部停产，

恢复时间未定。山西孝义华庆铝业（45 万吨）产能全部停完。兴安化工计划检修一条生产线，影响产

能 70 万吨，恢复时间未定。从供应端的实际影响来看，5月份以上几家企业都还有产出，但进入 6

月，交口信发和华庆铝业产量将趋零。剔除鲁渝博创、南川水江等企业的增量，根据阿拉丁的数据，

6月份氧化铝将供应短缺 20 万吨左右。对比 5月份来看，缺口扩大。

在此提一下海德鲁复产的影响，2019 年 5 月 20 日，巴西联邦法院完全解除了对海德鲁旗下巴西

Alunorte 氧化铝厂的生产禁令，允许 Alunorte 恢复剩余的 50%产能。但是对 2号赤泥库（DRS2）的

解禁尚未作出决定。海德鲁官网显示，Alunorte 氧化铝产能为 630 万吨/年，预计在未来两个月内达

到 75%-85%的利用率。Alunorte 复产将缓解海外氧化铝供应偏紧局面，但是考虑到复产周期和船期，

预计在 1-2 个月时间，对国内氧化铝供应影响有限。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6月份氧化铝价格还有望保持高位坚挺。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5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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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辅料价格小幅抬升

5 月份由于消费回暖和成本支撑，阳极价格止跌企稳。氟化铝价格上涨，根据百川数据，截止 5

月 30 日，国内氟化铝厂开工产能为 56 万吨，开工率为 46.28%，低开工率有影响供应预期，此外成本

端萤石和氢铝的价格上涨，预计在成本和供应影响下，6月氟化铝价格持稳或小幅上涨。

图2-5：预焙阳极价格（元/吨） 图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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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转亏

由于氧化铝及辅料价格上涨，盘面测算的电解铝成本较 5月初上涨约 740 元/吨，电解铝再度转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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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电解铝盘面利润（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电解铝：供应增长缓慢，消费表现尚可

（一）投复产进度低于预期

5 月份新增电解铝产能停产，复产产能进展相对缓慢。停产产能包括：山西华圣，建成产能 19

万吨，从 5月 7日开始减产停槽，据阿拉丁数据，截止 5月 27 日，运行产能为 2万吨；5月 26 日，

神火股份下属永城铝厂因发生火灾停产，涉及产能 21 万吨，事故发生后全部停产，预计后期再度重

启的可能性较小。

复产产能进展缓慢，根据百川和阿拉丁的数据，截止目前青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复产 5万吨。青

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4月 12 日已开始少量复产，但量很少；魏桥集团部分停产产能正在逐步恢

复，根据阿拉丁的数据，魏桥集团电解铝合规建成产能 660 万吨，截止 5月 23 日的数据，运行产能

为 625 万吨。

新投产产能：4月 29 日，华仁新材料最后一台电解槽投产，实现满负生产，总产能 43 万吨；陕

西美鑫在不断投产中，预计 6月中完成 30 万吨产能；云南海鑫铝业 5月 30 日开始启动一期第三段电

解槽（15 万吨），计划于 6月 30 日完成投产。

综合以上数据，由于神火股份意外事件，5月份运行产能增量有限。6月份由于魏桥等待复产产

能的进一步投产，以及新产能的投产，预计运行产能会有增加，但由于目前电解铝再度转亏损，后续

复产进度仍有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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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我国电解铝运行产能及开工率

资料来源：ALD，中期研究院

（二）警惕消费端转弱的可能

5 月份铝消费旺季延续，尤其电力投资、房地产等领域用铝订单改善，使铝消费保持旺季特征。

1-4 月电网工程投资完成额 803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19.1%，相比 1季度降幅收窄 4.4 个百分

点。从月度来看，4月完成投资环比增加 16.7%。同时，1-4 月份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7967 千米，与一季度相比降幅也呈现出明显收窄态势。

房地产投资增速为 11.9%，环比提升 0.1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全年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好于预

期，在调控松动下，房地产领域投资预计保持相对乐观的增速；同时房地产竣工面积降幅连续收窄。

汽车行业产销依然没有改善，4月，汽车生产 205.20 万辆，环比下降 19.78%，同比下降 14.45%；1-4

月累计产量同比降幅为 10.98%。

图2-9：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 图2-10：新增220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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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房地产投资增速等数据（%） 图2-12：我国汽车月度产销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出口方面，4月我国为锻轧铝及铝材的出口量为 49.8 万吨，环比减少 8.79%，同比增加 10.42%。

1-4 月累计出口 194 万吨，同比涨幅为 13.5%。

图2-13：铝沪伦比值 图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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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后续出口情况，面临的主要负面因素是美国对我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5月 10 日，美国将 2000

亿美元商品的进口关税从 10%提高到 25%，据统计，美国提出的 2000 亿美元清单中，涉及铝材、铝制

品及相关产品 23 项，加上去年的 500 亿%，美国基本上把中国的铝材、铝制品和部分含铝零件“拒之

门外”。2018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此类商品 13.2 亿美元，占中国此类商品出口总额的 18.0%，后续影响

不容忽视。

此外，2019 年 5 月 24 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公告，宣布对我国铝箔纸卷反倾销调查初裁，决定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涉案产品墨西哥海关税则号为 76071101，具体描述为厚度≤0.08mm，无衬背，外

直径≥100mm，重量＞5kg 的卷状铝箔。5月 29 日，越南工商部颁发议定书，决议对自中国进口的部

分铝型材征收临时反倾销关税，主要涉及产品：非合金制条、杆，非合金制型材及异型材，临时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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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税范围为 2.46%-35.58%，自议定书颁发后 7天开始后生效，有效期 120 天。国外对我国铝材进行双

反频繁，对出口可能带来压力。

（三）库存延续去化

5 月份在消费旺季延续、供应增长缓慢且铝水比例提升的情况下，库存下降幅度可观。截止 5月

30 日，电解铝社会库存为 121.2 万吨，月度累计去库 25.8 万吨，去库幅度高于去年同期。从后续来

看，房地产竣工面积、电网投资增速、新增输电线路等降幅的持续收窄，预计 6月份消费仍有支撑，

但考虑到季节性因素，库存去化的幅度有可能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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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铝市场行情展望

6 月份我国铝市场将面临的因素较为复杂，预计铝价走势胶着。宏观面，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中

美贸易中美国屡次变脸，6月 17 日还要对另外 3000 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举行听证会，美国如果进一

步升级，市场情绪将再度受到扰动。从国内来看，5月份 PMI 数据回落至荣枯线下方，尤其新订单指

数回落、库存指数上升，显示制造业需求有所减弱。总的来看，宏观面中性偏空。

电解铝基本面来看，5月份氧化铝价格冲高后持稳，预计 6月份氧化铝供应实质性减少，国外补

充量有限，供应短缺对氧化铝价格有较强支撑，成本端支撑仍然存在。此外，如果氧化铝价格持续坚

挺，或将推迟电解铝产能新投产以及复产节奏。消费端，考虑到房地产、电力等行业数据的变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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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6月份需求好于去年同期，但从环比来看，由于季节性转换，有转弱预期，后续库存去化幅度可能

会放缓。

整体来看，6月份铝价一方面受到宏观面不确定性以及需求季节性预期的影响，多头信心不足，

但成本端、供应端短期支撑仍在，铝价大幅下挫的可能性也较小，震荡盘整仍将是主流态势。预计 1907

合约运行区间在 13960-14500 之间，建议区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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