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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国内氧化铝价格继续快速下滑，月度下滑幅

度超过 300 元/吨。国外氧化铝价格较为坚挺，下滑幅度

小于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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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略过剩。 

 

 

 

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持续下滑 

201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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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234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320

元/吨；山西 2300-233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305 元

/吨；山东 2300-234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320 元/

吨；广西 2300-233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305 元/吨；

贵州 2310-234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下跌 330 元/吨；内

蒙地区参考价格 2380-2420 元/吨。安泰科 4 月氧化铝现

货均价为 2438 元/吨，环比下降 11.3%，同比上涨 24.3%。 

4 月中国氧化铝现货价格在多重因素下持续下滑，下滑幅

度较 3 月有所扩大，月初价格连续跌破 2600 元/吨、2500

元/吨大关，下旬再度跌破 2400 元/吨，并到达 2300 元/

吨关口。价格下滑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国家发改委牵

头的四部委 4 月份下发电解铝供给侧改革政策，对 2013

年 5 月之后新建设的违法违规项目进行清理。而新疆地区

首当其冲，率先决定停止昌吉州境内 3 家企业违规在建电

解铝产能项目建设，本次政策的执行力度将较以往更加严

厉。受本次政策的影响，氧化铝未来需求预期下降将是大

概率事件，对氧化铝价格形成压力；第二：大型氧化铝企

业在库存压力下大单出货，进一步压低价格。 

国外氧化铝价格较为坚挺 

国外氧化铝价格较为坚挺，月末价格跌至 289 美元/吨，

较月初下降 28 美元/吨，下滑幅度小于中国。受国外氧化

铝市场供应偏紧的影响，月中价格一度出现反弹， 但此

后在中国氧化铝价格深跌的带动下，不断下滑。印度韦丹

塔电解铝厂因事故影响部分产能，需求下降也将拉低氧化

铝价格。 

摘要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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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进口大幅增加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 3 月中国共进口氧

化铝 42.1 万吨，同比增长 17.0%，环比增长 79.4%。1

月中下旬中国氧化铝价格维持在近 3000 元/吨的高位，

而国外氧化铝价格下行导致进口氧化铝价格低于国内，

国内消费者进口贸易增加，因此 3 月中国氧化铝进口量

大幅上升。3 月氧化铝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印度、

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牙买加五个国家。当月自澳大利亚

进口量为 15.5 万吨，同比增加 1.1%，环比增加 56.1%；

当月自印度进口氧化铝 3.1 万吨，同比下降 65.8%，环

比增加 9.4%；当月自印度尼西亚进口氧化铝 13.7 万吨，

环比增加 357%；自越南进口氧化铝 6.7 万吨，环比增加

108.3%；自牙买加进口氧化铝 2.5 万吨。 

3 月中国共出口氧化铝 0.55 万吨，主要出口国为韩国和

日本等国家。3 月中国氧化铝净进口 41.5 万吨。 

铝土矿进口量回升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 3 月中国进口铝土矿数量与

上月相比有所增加，当月进口 506.9 万吨，同比下降

0.8%，环比增加 19%。 

分国别数据显示，3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主要集中在 7

个国家。其中，自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 187.7 万吨，同

比增加 8.2%，环比持平，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37.0%；自

几内亚进口铝土矿 186.0 万吨，同比增加 98.5%，环比

增加 39.3%，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36.7%；自马来西亚进口

铝土矿 48.1 万吨，同比下降 63.4%，环比增加 3.0%，占

当月进口总量的 9.5%；此外，2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

国还包括巴西、印度、加纳和所罗门，进口量总计为 85

万吨。 

铝土矿进口价格继续上涨 

3 月份我国铝土矿进口均价继续回升，至 52.0 美元/吨，

同比上涨 9.4%，环比上涨 8.4%。分国别来看，除了马来

西亚铝土矿价格基本持平以及所罗门铝土矿价格略有下

降外，澳大利亚、印度、几内亚、巴西和加纳铝土矿价

格均有所上升，分别至 46.7 美元/吨、39.1 美元/吨、

59.0 美元/吨、61.0 美元/吨和 72.5 美元/吨，上涨幅度

以巴西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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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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氧化铝产量 
6016 582  537  595  583  

净进口量 
292  26  24  42  35  

供应量 
6308 608  560  636  618  

冶金级需求量 
6269 593  550  608  594  

化工级需求量 
205 17.8  16.1  17.8  17.3  

总需求量 
6474 611  566  625  612  

平衡 
-166 -3  -5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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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无新投产氧化铝产能。中铝河南分公司氧化铝升级改

造项目 100 万吨/年产能已投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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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无棣齐星前期停产 50 万吨/年氧化铝产能目前等待复

产。 

国内氧化铝市场略过剩 

据安泰科统计 4 月底全国氧化铝建成产能为 7610 万吨/

年，运行产能 7090 万吨/年，开工率 93.2%。4 月中国氧

化铝产量为 583 万吨，日均产量 19.2 万吨，较上月略有

增加。 

安泰科统计，2017 年 4 月，中国原铝产量为 309.5 万吨，

以此计算所需氧化铝量为 594 万吨，综合进口氧化铝平衡

后，4 月份国内氧化铝过剩 6 万吨。 

 

氧化铝价格下跌趋势将趋缓 

从基本面来看：5 月国内氧化铝运行产能将继续增加，在

企业仍维持满产超产的状态下，氧化铝产量将继续增加，

基本面略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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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价格下，部分高成本企业已经开始亏损，未

来如果需求下降，氧化铝减产预期将加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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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国内氧化铝价格运行区间为 2200-2400元/吨。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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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国内外铝价都呈区间震荡态势。外盘期铝价

格没能延续前期上涨势头，受宏观消息面影响呈震荡下滑

态势，运行区间 1892~1980 美元/吨；国内期铝价格受产

业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政策及供给压力综合影响下，呈区间

震荡态势，震荡区间为 13825~14995 元/吨。 

 

 

宏观形势趋严，铝价承压下滑 

4 月初，国际铝价在美元连续走强的压力影响下持续下滑，

期间最低下滑至 1936 美元/吨；随后，在美元连续大幅度

跳水推动下，出现小幅反弹；然而，在美国对叙利亚发动

导弹袭击，引发投资者撤出较高风险资产，基本金属普遍

承压下行，国际铝价再度大幅下滑，最低下降至 1892 美

元/吨；此后，IMF 主席拉加德表示，如果美联储加息速度

加快，可能会是危险的，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同时美国

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支持美元低利率的言论，美元持续走

弱；加之国际市场供应紧缺的影响，国际铝价开始反弹，

最终收盘于 1918 美元/吨。 

去产能政策预期及供应压力促成国内铝价区间震荡 

4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联

合发布《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发改办产业[2017]656 号，方案指出对 2013 年 5

月之后新建设的违法违规项目以及未落实 1494 号文件处

理意见的项目，在建的要立即停建，建成的要立即停产。

随后，新疆昌吉叫停辖区内三家企业违规在建电解铝产能

项目。去产能政策预期对市场影响强烈，国内铝价在此影

响推动下持续大幅度上扬，最高涨至 14995 元/吨；然而，

国内市场供给压力居高不下，国内库存持续上升，上期所

库存升至 39 万吨，国内社会库存达 120 万吨。受此影响，

国内铝价承压下行，最终收盘于 14015 元/吨。 

 

摘要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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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铝价涨跌互现，沪伦比值低位运行 

4 月，伦铝三月价格受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宏观形势影

响震荡下滑，区间重心小幅下滑；沪铝三月价格受去产

能政策预期及市场供给压力影响下小幅震荡上扬，区间

重心小幅上涨。国内外三月期铝价格运行出现分化，受

此影响沪伦比值小幅回升，但仍处低位，4 月均值为

7.34，环比小幅上升 1.4%。 

原铝进出口环比小幅回升，但仍处低位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3 月原铝进口 1.0 万吨，

环比大幅上涨 44.7%，同比大幅增长 201.2%，1-3 月累

计进口 4.4 万吨，同比增长 2 倍多；3 月，原铝出口仅

0.04 万吨，环比大幅增长近 7 倍，同比大幅下滑 91.5%，

1-3 月累计出口 0.07 万吨，同比大幅下滑 48.9%；3 月，

原铝净进口量为 1 万吨，环比增长 39.7%。 

3 月，进口铝合金 0.5 万吨，环比下降 27.6%，同比增长

11.8%，1-3 月份累计进口铝合金 1.47 万吨，同比增长

21.3%；3 月中国出口铝合金 4.5 万吨，环比大幅增长

55.1%，同比下降 9.3%，1-3 月累计出口铝合金 11.70

万吨，同比下降 1.65%。 

铝材出口环比大幅回升 

2017 年 3 月我国铝材出口环比大幅回升。据海关数据统

计显示，3 月，铝材出口 36.4 万吨，环比大幅上升 57.5%，

同比小幅上涨 1.3%；1-3 月累计出口 93.9 万吨，同比小

幅下滑 0.5%。3 月，从国外进口铝材 3.3 万吨，环比增

长 6.3%，同比增长 6.5%；1-3 月累计进口铝材 9.2 万吨，

同比小幅小幅增长 1.0%。近段时间，沪伦比值持续低位

运行，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铝材出口带来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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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外降内升，供需关系差异化明显 

近期，国外市场供应持续偏紧，LME 铝锭库存持续下滑，

截至 4 月底库存下滑至 164.5 万吨，环比下滑 12.8%。同

时，在铝价持续高位运行影响下，注销仓单的比例有所下

滑，4 月注销仓单比例的平均值为 40.5%，比上月下降了 1

个百分点。国内市场供应压力持续存在，上期所铝锭库存

持续上升，截至月末上升至 39.2 万吨。 

铝下游各领域消费持续向好发展 

国内电解铝下游消费持续向好发展，房地产、汽车、家电

以及电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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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9291.92 亿元，同比增长 9.1%，增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9 个百分点。2017 年 1-3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

工面积同比增长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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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增速

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7.6%；房屋竣工面积持续增长，同比

增加 15.1%，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2.6 个百分点。 

2017 年 1-3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888

小时，同比增加 2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623 小时，减少 68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1037

小时，增加 31 小时。2017 年 1-3 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

完成额 855 亿元，同比增长 2.1%。 

2017 年一季度，中国汽车产销呈平稳增长，商用车同比增

幅显著提升，持续保持对交通运输领域原铝消费的重要支

撑。根据中汽协统计，3 月中国汽车生产 260.40 万辆，环

比增长 20.58%，同比增长 3.04%。其中：乘用车生产 218.80

万辆，环比增长 18.43%，同比增长 1.78%。商用车生产

41.60 万辆，环比增长 33.26%，同比增长 10.20%。1-3月

汽车累计产量达 713.31 万辆，同比增长 7.99%。其中：乘

用车累计生产 610.73 万辆，同比增长 6.84%；商用车累计

生产 102.57 万辆，同比增长 15.37%。 

家电领域，2017 年 1-3 月，中国主要家电产品产量数据表

现持续向好。据统计，1-3 月，中国空调产量同比累计增

长 16.5%，家用洗衣机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5%，家用电冰箱

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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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 308.9 2.7 281.6 30.0 

2017.2 286.2 0.7 236.9 50.0 

2017.3 316.5 0.9 294.4 23.0 

2017.4f 309.5 1.0 302.0 8.5 
 

 

 
 

 
消费回暖，产量环比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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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国内铝消费量估计达302万吨

，环比增长2.6%，同比增长8.4%；同期产量估计达309.

5万吨，环比下降2.2%；消费小幅回升，产量环比下降

，推动供求关系大幅改善。4月供应过剩量将持续缩减

，估计过剩量将为8.5万吨，环比大幅下降63%。 

 

 

电解铝供给侧改革执行力度或将远超市场预期 

为进一步规范电解铝行业投资建设秩序，严管严控新增

产能，促进电解铝行业健康发展，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制定并发布《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

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

应。新疆昌吉发布《关于停止违法违规在建电解铝产能

的公告》，山东省政府推进化解产能过剩信息公开。根据

安泰科估计，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中国累计新

增电解铝产能约为 1300 万吨/年，其中已运行产能约

1200 万吨/年，运行产能中未执行《发改产业[2015]1494

号》文件规定的产能大约在 300-500 万吨。目前中国在

建电解铝产能近 700 万吨/年，其中未执行《发改产业

[2015]1494 号》文件规定的产能大约在 200-300 万吨/

年。 

 

 

铝市多头氛围偏浓，资金流入铝市 

2017 年 4 月，LME 期铝市场资金基本呈现负向流动，主

要原因系宏观风险加剧，当月铝市场资金净流出量达

3302 万美元；沪铝市场资金也呈负向流动，4 月资金净

流出量达 26 亿元。 

 

 

未来，宏观形势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际市场供应偏紧

格局仍将持续，LME铝价走势将维持区间震荡，运行

区间将在1800-1950美元/吨；国内市场供应压力难以消

退，持续对铝价构成下行压力，预计5月沪铝价格运行

区间将为13000-14500元/吨。 

 

金融 
 

政策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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