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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国内氧化铝价格触底反弹，半个月上涨幅度

超过 200 元/吨。国外氧化铝价格走势一致，国内外价差

缩小，国外氧化铝开受到中国买家的青睐。环保督察等因

素影响部分氧化铝产量，国内氧化铝市场略短缺。 

 

 

 

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持续下滑 

2017 年 5 月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触底反弹，月末分地区价

格为河南 2470-2510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170元/吨；

山西 2460-250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165 元/吨；山

东 2480-252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180 元/吨；广西

2450-249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155 元/吨；贵州

2450-250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150 元/吨；内蒙地

区参考价格 2500-2520 元/吨。安泰科 5 月氧化铝现货均

价为 2322 元/吨，环比下降 4.8%，同比上涨 16.3%。 

中国氧化铝现货价格在 5 月上半月仍旧延续下滑走势，且

价格跌破全国的平均成本线，部分氧化铝企业开始亏损，

全国均价最低至 2272.5 元/吨；大型电解铝企业在低价位

时大批量采购，贸易商也准备入市抄底。5 月中旬，受价

格低迷，经营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中国铝业 5 月 11 日

晚发布公告表示部分氧化铝生产线实行弹性生产，涉及暂

时关停的氧化铝产能约 97 万吨。同时，受环保督察的影

响，山西部分氧化铝企业短期关停产能，对设备进行改造。

氧化铝价格在环保以及限产等利好因素下开始反弹，半个

月时间上涨超过 200 元/吨。 

国外氧化铝价格被动跟跌 

5 月国外氧化铝价格走势与国内一致，先抑后扬，月末价

格上涨至 296.5 美元/吨，较月初上涨 7.5 美元/吨，上涨

幅度小于中国。随着国内氧化铝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内外

氧化铝价格缩小，国外氧化铝开受到中国买家的青睐。预

计氧化铝进口量将会有所增加。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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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进口量下滑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 4 月中国共进口氧

化铝 25.3 万吨，同比增长 146.1%，环比下降 40.0%。春

节以后中国氧化铝价格自高点快速下行，但国外氧化铝

价格仍维持高位，国内外价差不利于进口，因此 4 月中

国氧化铝进口量下滑。4 月氧化铝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

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三个国家。当月自澳大利亚进口

量为 12.4 万吨，同比增加 26.7%，环比下降 20.1%；当

月自越南进口氧化铝 8.3 万吨，环比增加 22.7%；当月

自印度尼西亚进口氧化铝 3.5 万吨，环比下降 74.4%；

当月还自印度和牙买加进口氧化铝 0.6 万吨。 

4 月中国共出口氧化铝 0.65 万吨，主要出口国为澳大利

亚和韩国等国家。4 月中国氧化铝净进口 24.6 万吨。 

铝土矿进口量回升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 年 4 月中国进口铝土矿量创

2016 年以来的新高，当月进口 558.5 万吨，同比增加

26.7%，环比增加 10.2%。 

分国别数据显示，4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主要集中在 11

个国家。其中，自澳大利亚进口铝土矿 144.4 万吨，同

比下降 32.2%，环比 下降 23.1，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25.9%；

自几内亚进口铝土矿 233.6万吨，同比增加 159.6%，环

比增加 25.6%，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41.8%。4 月，中国自

几内亚铝土矿进口量超过 200 万吨创历史新高，且超越

澳大利亚成为我国第一大铝土矿出口国；自马来西亚进

口铝土矿 62.3 万吨，同比下降 2.3%，环比增加 29.5%，

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11.2%；此外，4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

口国还包括巴西、印度、加纳、所罗门和、斐济、越南

和黑山共和国，另外还新增了塞拉利昂，进口量总计为

118.3 万吨。 

铝土矿进口价格持稳 

4 月份我国铝土矿进口均价较上月持稳，至 52.2 美元/

吨，同比上涨 5.6%。分国别来看，巴西矿石价格上涨幅

度较大，至 69.9 美元/吨，环比上涨 14.7%；印度矿石

环比上涨 1 美元至 40.1 美元/吨，其它国家铝土矿价格

均有小幅下降。新增塞拉利昂矿石价格较高为 81.1 美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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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氧化铝供需平衡  （万吨） 

  2016 2017 

  全年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氧化铝产量 6016  537  595  583  594  

净进口量 292  24  42  25  30  

供应量 6308  560  636  607  624  

冶金级需求量 6269  549  606  594  616  

化工级需求量 205.0  16.1  17.8  17.3  17.8  

总需求量 6474  565  624  612  633  

平衡 -166  -5  12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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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督察影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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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投产中；山西东方希望晋中铝业二

线 100 万吨氧化铝投产完成，因环保原因停产一条线，目

前已恢复生产，该厂氧化铝产能总计达到 200 万吨/年。 

氧化铝企业减复产：中铝山西分公司 80 万吨/年氧化铝生

产线和中铝中州 25 万吨/年后加矿增浓生产线停产；山西

兆丰氧化铝厂前期重启 40 万吨/年生产线后又重新关闭；

山西孝义地区受环保影响停产部分产能后重新恢复完成

复产。 

国内氧化铝市场略短缺 

据安泰科统计 5 月底全国氧化铝建成产能为 7610 万吨/

年，运行产能 6993 万吨/年，开工率 91.9%。5 月中国氧

化铝产量为 594 万吨，日均产量 19.2 万吨，较上月有所

下降。 

安泰科统计，2017 年 5 月，中国原铝产量为 320.6 万吨，

以此计算所需氧化铝量为 616 万吨，综合进口氧化铝平衡

后，5 月份国内氧化铝短缺 9 万吨。 

 

 

氧化铝价格下跌趋势将趋缓 

从基本面来看：5 月下旬国内氧化铝价格快速上涨，氧化

铝企业重新回到盈利状态，减产速度将减缓，复产速度将

加快，5 月份减少的运行产能将在 6 月恢复。6 月份电解

铝产量仍将在前期投产和复产产能的带动下继续上涨，氧

化铝需求进一步上升。但氧化铝进口量可能不及预期，市

场仍将维持供需平衡或略短缺的局面。 

6 月氧化铝市场将继续上行，但高度有限，安泰科预计 6

月国内氧化铝价格运行区间为 2450-2750 元/吨。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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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国内外铝价都呈区间震荡态势。外盘期铝价

格先抑后扬，区间重心小幅上移，运行区间 1862.5~1968

美元/吨；国内去产能等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供应压力持

续影响铝价走势，三月期铝价格呈震荡下滑态势，运行区

间为 13570~14170 元/吨。 

 

 

宏观回暖、供应偏紧，国际铝价小幅上扬 

5 月初，美元受原油库存及加息言论等因素影响下持续走

强，同期 LME 铝锭库存下降速度有所放缓，国际铝价在上

述等因素影响下，连续下滑，截至 5 月 10 日最低下滑至

1862 美元/吨；之后，宏观形势有所回暖，美国就业和通

胀数据再释利好，以及美元持续大幅度跳水；加之，供应

持续偏紧，库存持续下降，国际铝价受此影响震荡上扬，

最高涨至 1968 美元/吨，最终收于 1930.5 美元/吨，环比

上涨 0.65%。 

政策效果尚未显现，国内铝价震荡下滑 

截至 2017 年 5 月，中国电解铝加权平均完全成本约 13300

元/吨，即在当前价格下，国内有约 80%的电解铝运行产能

处于盈利状态，如考虑前期氧化铝价格下跌等因素，未来

国内电解铝企业运营成本仍存在一定改善空间。面对行业

效益持续改善，一部分关停电解铝产能已陆续开始重启，

同时部分符合产业政策的新建项目也已进入投放阶段，近

两月新投/复产的产能有近 70万吨/年。截至 2017年 5月，

中国电解铝运行产能约 3800 万吨/年，较年初增长约

4.0%；目前国内正在及计划重启的电解铝产能约 70 万吨/

年。5 月，国内电解铝产量估计为 320.5 万吨，环比增长

3.5%，供应压力持续存在，国内铝价承压下行，最低下滑

至 13570元/吨，最终收盘于 13715元/吨，环比下降 2.14%。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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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铝价涨跌互现，沪伦比值持续低位运行 

5 月，伦铝三月价格受美元大幅跳水、供应持续偏紧及

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呈小幅震荡上扬态势，区间

重心小幅上移；国内市场在铝价持续高位运行影响下，

近期新投/复产产能明显增加，运行产能持续攀升，产量

不断上涨，供应压力持续压制国内铝价，本月国内三月

铝价呈震荡下滑态势，沪伦比值持续低位运行，5 月均

值为 7.27，环比下降 1.0%。 

原铝进口环比大幅回落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4 月原铝进口 0.8 万吨，

环比大幅下降 23.0%，同比仍有 56.4%的大幅增长，1-4

月累计进口 5.2 万吨，同比增长近 2 倍；4 月，原铝出

口 0.07 万吨，环比大幅增长 61.4%，同比大幅增长近 4

倍，1-4 月累计出口 0.14 万吨，同比大幅下滑 89.6%；4

月，原铝净进口量为 0.7 万吨，环比增长 46.8%。 

4 月，铝合金进出口环比均小幅下滑。当月，进口铝合

金 0.4 万吨，环比下降 6.3%，同比增长 2.2%，1-4 月份

累计进口铝合金 1.89 万吨，同比增长 16.5%；4 月中国

出口铝合金 4.5 万吨，环比小幅下降 0.1%，同比增长

3.5%，1-4 月累计出口铝合金 16.21 万吨，同比下降

0.27%。 

铝材出口持续回升 

2017 年 4 月我国铝材出口环比大幅回升。据海关数据统

计显示，4 月，铝材出口 38.3 万吨，环比增长 5.3%，同

比上涨 7.8%；1-4 月累计出口 132.3 万吨，同比小幅增

长 1.8%。4月，从国外进口铝材 3.1万吨，环比下降 8.4%，

同比增长 6.8%；1-4 月累计进口铝材 12.2 万吨，同比小

幅增长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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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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国内外库存都下降，供应都出现短缺 

国外市场供应持续偏紧，LME 铝锭库存持续下滑，截至 5

月底库存下滑至 148.8 万吨，环比下降 9.5%。但注销仓单

的比例持续下滑，5 月注销仓单比例的平均值为 36.8%，

比上月下降了 3.7 个百分点。国内市场在消费持续回暖供

应增速放缓推动下，上期所库存开始小幅下滑，但相较上

月还是有所上涨，截至月末上期所铝锭库存达 41.3 万吨。 

铝下游主要消费领域持续向好发展 

国内电解铝下游主要消费领域持续向好发展，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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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 27731.58 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2.1 个百分点。2017 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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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增

速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0.3 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持

续增长，同比增加 10.6%，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9.5 个百

分点。 

2017 年 1-4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1179

小时，同比减少 1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870 小时，减少 95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1357

小时，增加 35 小时。2017 年 1-4 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

完成额 1308 亿元，同比增长 4.7%。 

2017 年 4，中国汽车产销环比大幅下滑，对铝在交通领域

的消费需求支撑有限。根据中汽协统计，4 月中国汽车生

产 213.84 万辆，环比大幅下降 18.05%，同比小幅下降

2.24%。其中：乘用车生产 178.28 万辆，环比下降 18.52%，

同比下降 3.32%。商用车生产 35.56 万辆，环比下降

14.52%，同比增长 5.86%。1-4 月汽车累计产量达 927.15

万辆，同比增长 5.38%。其中：乘用车累计生产 789.02

万辆，同比增长 4.18%；商用车累计生产 138.13 万辆，同

比增长 12.79%。 

家电领域，2017 年 1-4 月，中国主要家电产品产量数据表

现持续向好。据统计，1-4 月，中国空调产量同比累计增

长 17.6%，家用洗衣机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4.8%，家用电冰

箱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12.4%。 

铝下游主要领域消费都有不同程度回升，整体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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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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 308.8 2.7 281.5 30.0 

2017.2 286.0 0.7 236.7 50.0 

2017.3 315.8 0.9 293.8 23.0 

2017.4 309.6 0.7 301.8 8.5 

2017.5 f 320.6 0.5 327.1 -0.6 
 

 

 
 

 
产需环比增长，需求增长更甚，供求持续改善 

房地产、家电、电网投资等铝下游消费领域皆持续回升，

推动铝消费不断上涨，5 月国内铝消费量估计达 327 万

吨，环比增长 8.4%，同比增长 11.9%；同期产量估计达

320.6 万吨，环比增长 3.6%；消费和产量环比均有一定

程度上涨，但消费增幅略高于产量增速，从而推动供求

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已由供应过剩转变为小幅短缺格局，

5 月供应短缺量估计为 0.6 万吨。 

 

 

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供应增长先行一步 

2017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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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政策方案公布已有一个多月的时

间，但市场关注的最大焦点“违法违规总量”尚不明确。

考虑到当前时点市场已出现较为可观的电解铝增量，未

来电解铝供给侧政策落地或难以改善短期市场供求矛

盾。截至 2017 年 5 月，中国电解铝加权平均完全成本约

13300 元/吨，即在当前价格下，国内有约 80%的电解铝

运行产能处于盈利状态，一部分关停电解铝产能已陆续

开始重启，同时部分符合产业政策的新建项目也已进入

投放阶段，近两月新投/复产的产能有近 70 万吨/年，目

前国内正在及计划重启的电解铝产能约 70 万吨/年。 

 

 

国内外铝期货市场资金流向现分歧 

2017 年 5 月，LME 期铝市场在供给趋紧等因素影响下，

市场看多略多于看空，价格小幅震荡上扬，期货市场资

金累计也有小幅流入，当月铝市场资金净流入量达 1552

万美元；国内市场价格走势不明朗，沪铝市场资金呈负

向流动，5 月资金净流出量达 78 亿元。 

 

 

未来，宏观风险仍然存在，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

LME 铝 价 仍 有 下 降 风 险 ， 运 行 区 间 将 为

1800-1980美元/吨； 国内市场铝价或将在供应压力及政

策影响下出现大幅波动，区间为 13300-14800元/吨。  
 

金融 
 

政策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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