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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国内氧化铝价格在物流，资金等的影响下快

速下滑，月度下滑幅度达到 260 元/吨。国外氧化铝价格

被动跟跌，受价差影响，中国买家对进口氧化铝采购量下

降。国内氧化铝产量稳步增加，供需基本平衡。 

 

 

 

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快速下滑 

2017 年 3 月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继续快速下滑，月末分地

区价格为河南 2620-266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260

元/吨；山西 2600-264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270 元

/吨；山东 2620-266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255 元/

吨；广西 2600-264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270 元/吨；

贵州 2640-267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315 元/吨；内

蒙地区参考价格 2660-2700 元/吨。安泰科 3 月氧化铝现

货均价为 2748 元/吨，环比下降 6.6%，同比上涨 44.3%。 

中国氧化铝现货价格在春节前达到近五年的历史高位

2988 元/吨，节后价格走势逆转，并且 3 月价格走势加速

下行，单月下滑空间达到 260 元/吨。价格下滑主要原因

有几个，第一：受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影响，化解过剩产能

和取暖季铝行业限产消息不断发酵，同时电解铝供应压力

加剧，铝价在矛盾中大区间波动；第二：在运输无压力的

情况下，电解铝企业压缩库存延长采购时间，造成氧化铝

企业库存增加，尤其是南方地区；第三：小型氧化铝企业

为缓解资金压力让利出货；第四：大型氧化铝厂长单签订

量加大造成现货量下降。而现有的氧化铝报价模式中采价

样本不断减少，导致市场中少量低价成交即可带来氧化铝

价格的下跌，造成价格快速下滑。 

国外氧化铝价格被动跟跌 

受中国氧化铝价格下跌的影响，国内外氧化铝价差扩大，

中国买家对进口氧化铝采购量下降。国外氧化铝价格被动

跟跌，由月初的 349 美元/吨下降至月末的 317 美元/吨，

单月下滑幅度达到 32 美元/吨。 

摘要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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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进口环比下降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 2 月中国共进口氧

化铝 23.5 万吨，同比下降 37.0%，环比下降 11.8%。2

月，受春节假期影响，中国氧化铝进口量有所下降。2

月氧化铝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

越南，另外还增加了牙买加。当月自澳大利亚进口量为

9.9 万吨，同比下降 48.1%，环比下降 32.6%；当月自印

度进口氧化铝2.8万吨，同比下降7.1%，环比下降55.4%；

当月自印度尼西亚进口氧化铝 3 万吨，环比持平；自越

南进口氧化铝 3.2 万吨，环比增加 140.6%；2 月我国还

自牙买加进口氧化铝 4.0 万吨。 

2 月中国共出口氧化铝 0.2 万吨，主要出口国为日本和

美国等国家。2 月中国氧化铝净进口 23.2 万吨。 

铝土矿进口继续下降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 2 月中国进口铝土矿数量与

上月相比有所减少，当月进口 425.8 万吨，同比增加

32.2%，环比下降 7.3%。 

分国别数据显示，2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主要集中在 8

个国家。其中，自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 187.8 万吨，同

比增加 77.6%，环比下降 12.3%，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44.1%；自几内亚进口铝土矿 133.6 万吨，同比增加

311.9%，环比下降 18.7%，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31.4%；自

马来西亚进口铝土矿 46.7万吨，同比下降 52.7%，环比

增加 147.7%，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11.0%；此外，2 月份，

中国铝土矿进口国还包括巴西、印度、加纳、所罗门和

黑山共和国，进口量总计为 57.8 万吨。 

铝土矿进口价格有所回升 

2 月份我国铝土矿进口均价有所上升，至 48.0 美元/吨，

同比下降 3.9%，环比上涨 0.8%。分国别来看，各个进口

国本月价格走势不一。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几内亚和

所罗门铝土矿均价有所上升，分别至 45.5 美元/吨、44.4

美元/吨、53.0 美元/吨和 52.9 美元/吨，上涨幅度以马

来西亚为最高。其它国家铝土矿均价都有不同程度的回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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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氧化铝供需平衡  （万吨） 

 2016 年 2017 

 全年 1 月 2 月 3 月 

氧化铝产量 
6016 582  537  595  

净进口量 
292  26  24  30  

供应量 
6308 608  560  625  

冶金级需求量 
6269 594  558  610  

化工级需求量 
205 17.8  16.1  17.8  

总需求量 
6474 612  574  628  

平衡 
-166 -4  -14  -3  

 

2017 年中国计划新增氧化铝产能  万吨/年 

省份  企业名称  2017 年 

山东  山东魏桥铝电公司  200 

河南  中铝河南分公司  100 

山西  

中铝兴华科技二期  55 

山西东方希望晋中二期  100 

山西柳林森泽  60 

山西信发化工氧化铝  100 

内蒙古  内蒙古鑫旺资源有限公司  50 

产能增加总计  665 
 

 

 
新增及复产产能持续放量 

中铝河南分公司氧化铝升级改造项目 100 万吨/年产能带

料试车完全成功，预计将于 4 月投产；山西东方希望晋中

铝业二线 100 万吨氧化铝投产完成，该厂氧化铝产能总计

达到 200 万吨/年。 

氧化铝企业减复产：河南汇源铝业恢复 80 万吨/年满产运

行。山西兆丰铝业此前停产的 40 万吨产能恢复生产；山

东无棣齐星 50 万吨/年氧化铝产能因资金等问题停产，预

计减产周期为 2 个月。 

国内氧化铝市场基本平衡 

据安泰科统计 3 月底全国氧化铝建成产能为 7510 万吨/

年，运行产能 7004 万吨/年，开工率 93.3%。3 月中国氧

化铝产量为 595 万吨，日均产量 19.2 万吨，较上月略有

增加。 

安泰科统计，2017 年 3 月，中国原铝产量为 317.8 万吨，

以此计算所需氧化铝量为 610 万吨，综合进口氧化铝平衡

后，3 月份国内氧化铝短缺 3 万吨，市场基本供需平衡。 

 

氧化铝价格下跌趋势将趋缓 

从基本面来看：4 月国内氧化铝运行产能将继续增加，但

氧化铝进口量可能不及预期，市场仍将维持供需基本平

衡。 

随着氧化铝价格的持续下行，氧化铝成本支撑的作用将加

强，企业继续降价销售的意愿将下降。 

4 月氧化铝市场仍将下行，但下滑趋势将逐渐趋缓，安泰

科预计 4月国内氧化铝价格运行区间为 2400-2650元/吨。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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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国内外铝价皆有不同程度上涨。外盘期铝价

格延续前期上涨势头，最高涨至 1981 美元/吨；国内期铝

价格虽受供给压力影响一度下行，但随后在供给侧改革等

政策预期消息面刺激下出现反弹，最高涨至 14295 元/吨。

短期内，国际市场将延续短缺格局，而国内市场供应增速

将继续维持高位运行，国内外市场铝价或将继续呈内弱外

强的态势运行。 

 

 

国际市场供需持续偏紧，铝价走势偏强 

目前国际铝市场供需基本面持续向好，在供应增长有限的

情况下，国外仍有一部分铝冶炼厂计划进一步削减产量，

致使国外供应紧缺预期加剧；此外，虽然美联储于月中决

定加息 25 个基点，但是美元并未就此走强，整体走势仍

偏弱；加之，宏观消息面回暖，共同推动国际铝价不断上

涨，不断创近两年新高，最高涨至 1981 美元/吨，收盘于

1960.5 美元/吨。未来一个月内，国际市场供应紧缺的局

面将继续维持，另外根据美联储近期会议纪要推测美元走

强的预期并不强烈，因此未来外盘铝价走势或将偏强。 

国内市场供需压力与政策预期促成铝价区间震荡 

一方面，国内电解铝行业运行产能持续攀升，截至目前达

到 3750 万吨/年规模，3 月产量估计达到 317.8 万吨，环

比增长 9.4%，同比增长 22.2%，一季度产量估计为 918 万

吨，同比增长 20.2%，供应压力持续增加；另一方面，“2+26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方案”、“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消息接连

刺激市场，一定程度上支撑着铝价。在以上等因素主导下，

国内铝价持续高位震荡。未来一个月内，国内供给面压力

将难有改观，持续对铝价构成下行压力；然而，随着下游

消费市场的逐渐回暖，以及政策面预期升温，或将对铝价

上涨构成一定支撑；同时，国家环保部 4 月 5 日宣布，将

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未来将或对这些地区铝及相关产

业造成一定影响，间接对铝价带来利好提振。 

摘要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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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铝价呈外强内弱态势，沪伦比值持续下滑 

自 2017 年开始，伦铝三月价格在宏观经济指标向好、美

元走弱以及供应持续偏紧等因素共同影响下不断上涨，

上涨持续了三个月时间，表现强劲。虽然，同期沪铝三

月价格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治理方案”及“供给

侧改革”等政策预期刺激下有所上涨，但上涨力度明显

不及外盘，致使国内外铝价呈现外强内弱格局。因此，

近段时间沪伦比值持续下降，最低降至 7.03，铝材等产

品出口量将会有所回升。 

原铝进出口环比持续下降，净进口大幅下滑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7 年来原铝进口连续 2 月大

幅度下滑，2017 年 2 月原铝进口 0.7 万吨，环比大幅下

降 74.6%，同比增长 59.8%，1-2 月累计进口 3.4 万吨，

同比增长 2 倍多；2 月，原铝出口仅 49 吨，环比大幅下

滑 72.8%，同比亦大幅下滑 98.4%，1-2 月累计出口 229

吨，同比大幅下滑 97.6%；2 月，原铝净进口量为 0.7

万吨，环比大幅下降 74.7%。 

2 月，进口铝合金 0.6 万吨，环比大幅增长 50.5%，同比

大幅增长 151.8%，1-2 月份累计进口铝合金 1.03 万吨，

同比增长 26.0%；2 月中国出口铝合金 2.91 万吨，环比

下降 31.75%，同比增长 22.14%，1-2 月累计出口铝合金

7.18 万吨，同比增长 3.85%。 

春节放假铝材出口下滑，未来有望大幅回升 

受春节铝加工企业放假等因素影响，2017 年 2 月我国铝

材出口环比大幅下滑。据海关数据统计显示，2 月，铝

材出口 23.1 万吨，环比下滑 33.0%，同比下滑 10.0%；

1-2 月累计出口 57.6 万吨，同比小幅下滑 1.6%。2 月，

从国外进口铝材 3.2 万吨，环比增长 18.4%，同比增长

36.4%；1-2 月累计进口铝材 5.8 万吨，同比小幅下滑

1.7%。目前，国内外铝价呈现外强内弱态势，沪伦比值

持续下滑，已于 3 月底跌至 7.03。从而使得，我国铝材

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预计未来一段时

间内，我国铝材出口将有望大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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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外降内升，价格外强内弱 

近期，国外市场供应持续偏紧，LME 注销仓单量有所上升，

LME 铝锭库存持续下滑，推高 LME 三月铝价。此前，国内

铝价长时间高位运行，促使新建项目及复产项目投放量持

续增加，电解铝运行产能及产量明显提升，上期所铝锭库

存不断上升。尤其在西北运输问题解决之后，新疆积压的

铝锭大量运出，导致上期所铝锭库存数量大幅攀升。 

铝下游各领域消费不同程度回升，整体向好 

国内电解铝下游消费环比明显回升，房地产、汽车、家电

等主要消费终端表现良好。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

显示，2017 年 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854.34 亿元，

同比增长 8.9%，增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9 个百分点。

2017 年 1-2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3.2%，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

面积大幅度增加，同比增长 10.4%，增速仍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 3.3%；房屋竣工面积持续增长，同比增加 15.8%。 

2017 年 1-2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578

小时，同比增加 3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97 小时，减少 49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678

小时，增加 21 小时。2017 年 1-2 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

完成额 447 亿元，同比下降 0.45%。 

受假期影响，汽车产销量环比下降，但同比仍有较大增幅。

根据中汽协统计，2 月中国汽车生产 215.96 万辆，环比下

降 8.84%，同比增长 33.77%。其中：乘用车生产 184.75

万辆，环比下降 10.82%，同比增长 31.50%。商用车生产

31.22 万辆，环比增长 4.95%，同比增长 49.04%。1-2 月

汽车累计产量达 452.9 万辆，同比增长 11.07%。其中：乘

用车累计生产 391.93 万辆，同比增长 9.89%；商用车累计

生产 60.96 万辆，同比增长 19.35%。 

家电领域，2017 年 1-2 月，中国主要家电产品产量数据表

现同样亮眼。据统计，1-2 月，中国空调产量同比累计增

长 16.3%，家用洗衣机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4.5%，家用电冰

箱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18.6%。 

铝各主要领域消费都有不同程度回升，整体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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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解铝金属平衡表（万吨） 

时间 产量 
净进 

口量 
消费量 

供需 

平衡 

2016 3268 12.2 3292 -11.8 

2017.1 309.4 2.7 282.1 30.0 

2017.2 290.6 0.6 241.2 50.0 

2017.3f 317.8 0.5 298.3 20.0 
 

 

 
 

 
消费回暖，供求改善 

房地产、汽车以及家电等铝消费领域皆有不同程度的回

暖，推动铝消费回升，3 月国内铝消费量估计达 298.3

万吨，环比增长 23.7%，同比增长 13.5%；同期产量估计

达 317.8 万吨，环比增长 9.4%；消费增速大幅度高于产

量增速，推动供求关系大幅改善。估计 3 月供应过剩量

将由上月的 50 万吨缩减至 20 万吨，大幅下降 60%。 

 

 

环保部 4 月 5 日晚宣布，将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

＋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据

统计，“2+26”城市涉及电解铝运行产能约 1240 万吨/

年、氧化铝运行产能约 2510 万吨/年、铝用炭素运行产

能约 830 万吨/年，此次强化督查或将间接影响该地区铝

及相关产品产量。 

 

 

铝市多头氛围偏浓，资金流入铝市 

2017 年 3 月，LME 期铝市场资金基本呈现正向流动，主

要原因系外盘期铝价格基本呈单边上涨态势，市场基本

一致看涨，3 月外盘期铝市场资金净流入量达 2947 万美

元，环比下降 41.4%；沪铝市场资金也呈正向流动，3

月资金净流入量达 31.3 亿元，环比下降 9.0%。 

 

 

未来，国际市场将继续维持供应偏紧的格局，LME 铝价

走势将继续偏强，运行区间将在 1850~2100 美元/吨；国

内市场供应压力仍然存在，持续对铝价构成下行压力，

但也不排除政策消息会刺激铝价上涨，预计 4 月沪铝价

格运行区间将为 13800~15000 元/吨。 

 

金融 
 

企业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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