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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国内氧化铝行情转变，价格止跌回升；国外

氧化铝市场继续延续供应偏紧局面，价格跟随国内涨势大

幅上升；国内氧化铝市场基本供需平衡；氧化铝进口量自

上月创新低之后，本月重回当前正常水平。 

 

 

 

 

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止跌回升 

2017 年 8 月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止跌回升，月末分地区价

格为河南 2840-288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30 元/吨；

山西 2820-286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22 元/吨；山

东 2850-290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25 元/吨；广西

2810-285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77 元/吨；贵州

2840-2880 元/吨，均价较上月末上涨 75 元/吨；内蒙地区

参考价格 2820-2880 元/吨。安泰科 8 月氧化铝现货均价

为 2593 元/吨，环比上涨 1.5%，同比上涨 44.4%。 

8 月中旬开始中国氧化铝市场行情突转，氧化铝现货价格

自底部反弹。首先，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政策持续推进。8

月份，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纷纷出台环保政策，环境

治理使得矿石供应紧张，推高矿石价格，氧化铝成本上升；

8 月底，国务院会议再次强调严控新增产能，供给侧改革

再度被推向高潮，政策的超预期力度使得铝价飙涨，从而

对氧化铝形成支撑。其次，氧化铝企业挺价态度明显。尽

管 8 月份氧化铝需求有所下降，但是随着铝价的不断攀高

以及电解铝企业如华仁铝业 50万吨/年等新增产能的不断

投产，氧化铝企业挺价意愿强烈，加之电解铝行业利润可

观，使得氧化铝价格受市场接受度较高。 

国外氧化铝价格大幅上涨 

8 月国外氧化铝价格跟随国内涨势而大幅上升。月末澳大

利亚离岸价格为 345.5 美元/吨，较月初上涨 39 美元/吨。

面对原铝运行产能高涨的局面，国外氧化铝强劲的需求以

及对供应的担忧使得价格接连上涨。未来，国内供需矛盾

将进一步显现，随着需求的减少，氧化铝进口量或将下降。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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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进口量环比大增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 7 月中国共进口氧

化铝 28.5 万吨，同比增加 29.4%，环比大增 286.3%。中

国氧化铝进口量在 6 月份时创历史新低，7 月份回归当

前正常水平。7 月氧化铝进口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越

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四个国家。其中，自澳大利亚进

口 12.7 万吨，同比减少 11.8%，进口量是上个月的近 32

倍，占 7 月进口总量的 44.7%；自越南进口 6.7 万吨，

同比增加 72.8%，占进口总量的 23.6%，而上月没有从越

南进口；自印度尼西亚进口 5.3 万吨，环比增加 64.2%，

占进口总量的 18.6%；自印度进口 3.2 万吨，同比减少

1.5%，环比增加 5.7%，占进口总量的 11.3%。 

7 月中国共出口氧化铝 0.3 万吨，主要出口国为日本、

土耳其和美国等国家。7月中国氧化铝净进口 28.2万吨。 

铝土矿进口量环比减少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 6 月份中国进口铝土矿量创

2016 年以来的新高，当月进口 689.3 万吨，2017 年 7

月中国共进口铝土矿 614.1万吨， 环比下降 10.9%，但

依然处于近几年高位。 

分国别数据显示，7 月份中国铝土矿进口主要集中在几

内亚、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 11 个国家。其中，自澳大

利亚进口铝土矿 196.9 万吨，同比减少 7.4%，环比减少

17.2%，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32.1%；自几内亚进口铝土矿

272.1 万吨，同比增加 211.4%，环比减少 0.8%，占当月

进口总量的 44.3%，上半年中国自几内亚铝土矿进口量

稳步增加；自马来西亚进口铝土矿 65.1 万吨，同比增加

329.5%，环比减少 28.9%，占当月进口总量的 10.6%；此

外，7 月中国还自印度尼西亚进口铝土矿 5 万吨，这是

自 2014年印尼禁止原矿出口后首次向中国出口。7月份，

中国铝土矿进口国还包括巴西、印度、所罗门群岛、黑

山共和国、圭亚那、越南、牙买加，进口量总计为 75

万吨。 

铝土矿进口价格持稳 

7 月份我国铝土矿进口均价较上月小幅上涨，至 50.2美

元/吨，同比上涨 2.2%。由于铝土矿进口量充裕，上半

年中国铝土矿进口价格整体持稳于 50 美元/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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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氧化铝供需平衡（万吨） 

  2016  2017 

  全年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氧化铝产量 6016  595  583  601 597 

净进口量 292  14  7  28  20 

供应量 6308  609  590  629  617 

冶金级需求量 6269  612  607  620  602 

化工级需求量 205.0  17.8  17.3  17.8  17.8 

总需求量 6474  630  625  638  620 

平衡 -166  -21  -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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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内蒙古鑫旺资源有限公司 

云南文山二期 

50 

   60 

产能增加总计 725 
 

 

 
新增产能进入调试阶段 

本月无新投氧化铝产能。中铝河南分公司氧化铝升级改造

项目 100 万吨/年产能带料试车完全达产；中铝山西兴华

科技铝业公司 55 万吨/年产能试车调试，该厂总产能达到

90 万吨/年；云南文山铝业二期 60 万吨处于试车阶段，达

产后总产能将达到 160 万吨/年。 

氧化铝企业减复产：7 月份贵州广铝 80 万吨氧化铝产能减

产，影响部分产量。山西华兴铝业由于设备故障部分减产

影响产量。山东无棣齐星 50 万吨/年氧化铝产能仍未恢复

生产。 

国内氧化铝市场基本供需平衡 

据安泰科统计 8 月底全国氧化铝建成产能为 7920 万吨/

年，运行产能 7029 万吨/年，开工率 88.8%。8 月中国氧

化铝产量为 597 万吨，日均产量 19.3 万吨，较上月略有

减少。 

安泰科统计，2017 年 8 月，中国原铝产量为 313.7 万吨，

以此计算所需氧化铝量为 602 万吨，综合进口氧化铝平衡

后，8 月份国内氧化铝短缺 3 万吨，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氧化铝价格将继续上行 

从宏观方面来看，随着十九大以及供暖季的到来，春节之

前环保政策的影响将是持续不断的，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

的效果也会逐步体现，政策对价格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尽管从基本面看，需求会有所下降，但短期内政策

炒作以及氧化铝企业浓厚的挺价情绪对价格有很强的支

撑。 

8 月国内氧化铝市场将继续上行，安泰科预计 9 月国内氧

化铝价格运行区间为 2700-3300 元/吨。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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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国外铝价大幅震荡上扬，区间重心明显上移。

区间震荡态势，国内铝价呈震荡上扬态势。外盘期铝价格

月初持续大幅度上涨，区间重心大幅度上移，运行区间

1903~2139 美元/吨；国内去产能等政策效果显现，违规产

能停产消息持续释放，刺激铝价不断上涨，三月期铝价格

呈持续震荡上扬态势，运行区间为 14390~16755 元/吨。 

 

 

美元持续走弱，国内供给侧改革影响，国际铝价持

续上扬 

8 月，美元指数持续低位震荡，区间重心继续下滑，对铝

等基本金属价格形成一定支撑。此外，随着中国国内电解

铝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违规产能减产规模不断增加，

未来供给下降预期大幅增强，不仅刺激着国内铝价的不断

攀升，同时也推动国际铝价大幅上涨。尤其是在山东省政

府宣布关停山东违规产能 321 万吨/年时，国内外铝价均

出现大幅上涨，于 8 月 7、8 日连续两日出现大幅上涨，

突破 2000 美元/吨整数大关。此后，上涨幅度有所收缩，

保持小幅震荡上扬态势，最终收于 2128 美元/吨，环比上

涨 210 美元/吨，大幅上涨 10.95%。 

供给侧持续升温，国内铝价震荡上扬 

自今年 4 月《关于印发<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

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办产业〔2017〕656

号）政策颁布以来，新疆、内蒙古、山东等地政府及企业

响应，沪铝价格应声大幅上涨。据了解，国内一些省区的

违规电解铝产能逐步进入关停阶段，截至 8 月底，国内违

规电解铝产能关停规模超过 400 万吨/年。8 月，山东省政

府发布公告称，山东省内存在 321 万吨/年违规电解铝产

能，并责令关停。此后，山东信发及山东宏桥声明称已经

或正在关停违规产能，其中信发 53 万吨/年，宏桥 268 万

吨/年。随着，去电解铝违规产能政策的不断实施，供给

侧改革效果持续显现，加之采暖季减产预期的影响，不断

刺激国内电解铝价格上涨。本月沪铝三月期货价格创 2012

年以来新高，涨至 16755 元/吨。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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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铝价走强，沪伦比值上升 

8 月，伦铝三月价格在美元持续走弱、供应短缺以及中

国供给侧改革等因素影响下明显上涨。本月，国内供给

侧改革持续升温，违规产能停产消息不断释放，供应下

降预期不断增强，市场看多情绪明显增加，大量资金流

入国内铝期货市场，不断推高铝价。国内铝价走势强于

国外，沪伦比值有所上升，8 月沪伦比值最高涨至 8.02，

本月均值升至 7.79，环比上涨 4.3%。 

原铝净进口大幅下降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7 月原铝进口 0.76 万吨，

环比下降 21.7%，同比下降 59.6%，1-7 月累计进口 7.8

万吨，同比增长 44.7%；7月，原铝出口 0.5 万吨，环比

大幅增长 95.2%，同比大幅增长 343.6%，1-7 月累计出

口 1.1 万吨，同比大幅下滑 31.8%；7 月，原铝净进口量

为 0.27 万吨，环比大幅下降 62.5%。 

7 月，铝合金进口环比有所增长，出口环比呈下降。当

月，进口铝合金 0.6 万吨，环比上涨 12.4%，同比下降

10.1%，今年 1-7 月累计进口铝合金 3.5 万吨，同比增长

3.9%；7 月中国出口铝合金 4.7 万吨，环比下降 15.2%，

同比增长 16.2%，今年 1-7月累计出口铝合金 31.4万吨，

同比增长 10.8%。 

铝材出口环比小幅下降 

2017 年 7 月我国铝材出口环比小幅下降。据海关数据统

计显示，7 月，铝材出口 38.6 万吨，环比小幅下降 2.5%，

同比上涨 10.3%；今年 1-7 月累计出口 251.1 万吨，同

比小幅增长 6.4%。7 月，从国外进口铝材 3.2 万吨，环

比下降 11.1%，同比 下降 4.4%；1-7 月累计进口铝材 22.3

万吨，同比小幅增长 2.7%。近段时间，沪伦比值震荡上

扬，运行重心上移，铝材出口利润收缩，出口量有所下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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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E铝库存持续下降，沪铝库存延续上涨 

国外市场供应持续偏紧，LME 铝锭库存持续下滑，截至 8

月底库存下滑至 132.4 万吨，环比下降 2.2%。注销仓单的

比例持续下滑，8 月注销仓单比例的平均值为 18.1%，比

上月下降了 4.6 个百分点。国内市场在消费增速放缓供应

持续增加的形势下，上期所库存持续攀升，截至月末上期

所铝锭库存达 50.4 万吨，环比上涨 9.3%。 

铝下游主要领域消费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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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 59761.08 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2.6 个百分点。今年 1-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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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个百分

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大幅度增加，同比增长 8.0%，增速仍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7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持续增长，

同比增加 2.4%，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18.9 个百分点。 

今年 1-7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2148 小

时，同比减少 1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1920

小时，减少 159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2402 小

时，增加 66 小时。今年 1-7 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额 2813 亿元，同比增长 9.9%。 

2017 年 7 月，中国汽车产量环比下降，对铝在交通领域的

消费需求支撑有限。根据中汽协统计，7 月中国汽车生产

205.94 万辆，环比下降 4.98%，同比增长 4.76%。其中：

乘用车生产 175.86 万辆，环比下降 4.67%，同比增长

1.97%。商用车生产 30.08万辆，环比下降 6.75%，同比增

长 24.73%。今年 1-7 月份汽车累计产量达 1558.52 万辆，

同比增长 4.65%。其中：乘用车累计生产 1324.13 万辆，

同比增长 3.0%；商用车累计生产 234.38 万辆，同比增长

15.1%。 

家电领域，2017 年 1-7 月，中国主要家电产品产量数据表

现持续向好。据统计，今年 1-7 月，中国空调产量同比累

计增长 18.6%，家用洗衣机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3.7%，家用

电冰箱产量同比累计增长 10.9%。 

铝下游主要领域消费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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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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 315.6 -1.0 319.6 -5.0 

2017.6 314.8 0.8 311.6 4.0 

2017.7 322.9 0.3 312.2 11.0 

2017.8 f 313.7 0.5 288.2 26.0 
 

 

 
 

 消费增速放缓，供求过剩小幅增加 
房地产、家电、电网投资消费领域表现相对平稳，汽车

等领域消费持续下滑，整体消费表现平淡，8 月国内铝

消费量估计为 288.2 万吨，与上月相比下降 7.7%，同比

小幅增长 1.9%；同期产量估计达 313.7 万吨，环比下降

2.8%；虽然产量有所下降，但消费量下降的幅度更大，

使得供应过剩量环比增加，8 月供应过剩量估计为 26 万

吨。 

 

 

政策持续升温，降产滞后，铝价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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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违规产能项目关停消息逐渐增多，截

至目前关停违规产能规模已经超过 400 万吨/年。然而，

一方面铝厂停槽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停槽期间还需

将电解槽中的铝水抽出铸锭。所以，导致停产规模持续

上升，但产量并没有及时下降。虽然，减产有一定的滞

后，但事实已经存在，或者未来供应大幅下降的预期已

经出现，加之供暖季间接和直接的减产，未来原铝供应

下降的预期非常强烈，受此影响，铝价先行大幅上涨。 

 

 

大批资金流入铝期货市场 
2017 年 8 月，供给侧改革不断取得成果，未来市场供应

大幅下滑预期强烈，市场看多趋于一致，大量资金涌入

铝期货市场，尤其是国内铝期货市场。8 月，LME 铝市场

资金净流入量达 2.14 亿美元，与上月资金净流出形成鲜

明对比；沪铝市场资金净流入量达 374.4 亿元，与上月

91.9 亿元相比增长了 3 倍多。 

 

 

未来，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美元或将持续走弱，9 月

LME 铝价或将呈现高位震荡态势，运行区间将为

1950-2180 美元/吨；随着违规产能的持续关停，未来供

应将会有所下降，国内市场铝价或将呈高位震荡态势，

预计区间为 16000-17500 元/吨。 

 

金融 
 

政策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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