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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国内制造业延续扩张，整体宏观经济环境趋于稳定。下游需求有趋弱迹
象，但整体仍显稳定。全球经济持续扩张，欧美经济复苏强劲。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9.7，连续 16 个月高于荣枯线，代表美国整体经济连续
103 个月扩张，2017 全年均值 57.6，为 13 年最佳。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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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新屋、成屋销售增速均创十多年高位。特朗普在签署税改法案后，基建
计划将提上日程。外盘铝价走势偏强，抑制沪铝下滑幅度。同时铝价在跌至
14000 元/吨附近后，成本支撑亦比较明显。受环保政策不断加严影响，成本
端继续下行空间有限。铝价往上走强难度亦高，主要受创记录的社会库存和
上期所仓单压制。二季度消费旺季到来后，能否有效去库存还有待时间验
证。从国内的产能数据来看，2018 年不会出现明显短缺，因此目前来看，铝
价上行空间也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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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 4 季度行情回顾
4 季度铝价下跌。三季度市场预期在供应侧改革去产能、冬季取暖季减产后，铝供应将出现缺口，期铝价
格大幅上涨。但是铝价上涨后，下游难以将成本转移至终端，出现缓接订单，原有订单延迟交货。社会库存不
断攀升，上期所库存和注册仓单创纪录新高，预期的库存拐点迟迟未现，11 月开始铝价崩塌，一直到 12 月初，
沪铝指数大跌逾 2000 元/吨，接近 14000 元/吨后方才企稳。随后在外盘伦铝强势上涨带动下，铝价反弹，收
回部分跌幅。4 季度伦铝 3 月电子盘收于 2280 美元/吨，涨幅为 8.26%。沪铝指数收于 15310 元/吨，跌 6.9%。
详见图 1-2。
图 1 ：伦铝三月期铝月 K 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整理

图 2 ：沪铝指数月 K 线走势图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东吴期货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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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分析——中国去产能政策导致全球日均原铝产量下降
（一）氧化铝供应受成本和环保政策制约增速下降，原铝日均产量下降
国家统计局 12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1 月氧化铝产量同比下降 22.1%至 486.2 万吨，环比下降
10.23%。1-11 月累计产量 6513.9 万吨，同比上涨 10.5%。氧化铝日均产量从上月的 17.5 万吨下降至 16.2 万吨。
中国 11 月原铝产量同比跌 16.8%至 235 万吨，创 2016 年 3 月来新低，环比下降 7.84%。1-11 月累计产量 2954
万吨，同比上涨 1.7%。中国 11 月原铝日均产量下降至 8.23 万吨，10 月为 7.83 万吨。
（见图３、4）。
图３：中国氧化铝产量走势图

图４：中国原铝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东吴期货
图５：全球氧化铝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吴期货

图６：全球原铝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IAI ,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IAI,Wind,东吴期货

主要受中国产量下降带动影响，10 月份以来全球氧化铝、电解铝产量亦出现下降。11 月份全球氧化铝产量 944.3
万吨，同比下降 10.23%，比上月扩大 10.04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6.67%。1-11 月份累计产量 11601 万吨，同比增
加 10.42%，比上月减少 2.3 个百分点（见图 5）。11 月份全球原铝产量 471.4 万吨，同比下降 8.38%，比上月扩大
5.28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5.30%。1-11 月份累计产量 5558 万吨，同比增加 1.80%，比上月回落 1.06 个百分点，
（见图 6）
。11 月中国、全球原铝日均产量继续下滑，国内日均产量达 7.83 万吨/日，比 10 月下降 0.4 万吨/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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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达 15.71 万吨/日，比 10 月下降 0.35 万吨/日。国内电解铝产能预计下降态势将有所收敛。详情见图 7-8。
图 7：全球氧化铝日均产量走势图

图 8：全球原铝日均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IAI,Wind,东吴期货

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中国 11 月份进口氧化铝 21.06 万吨，同比下跌 19.5%。1-11 月累计进口量 272.2 万吨，
同比下降 2.32%，比上月下降 2.38 个百分点（详情见图 9）
。前 11 月中国氧化铝进口虽增幅较小但产量同比大幅增
加，供应量总计 6697.19 万吨，同比增幅 17.09%；需求量总计 6633.2 万吨，同比增幅 13.31%。11 月份随着氧化
铝需求大幅减少，供需平衡出现过剩 54.04 万吨。1-11 月份，氧化铝累计过剩量为 63.99 万吨（详情见图 10）
。
图 9：中国氧化铝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图 10：中国铝土矿进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随着国内企业在境外建设的铝土矿开采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国内进口铝土矿猛增。中国 11 月份进口铝土矿 586
万吨，同比上升 13.53%。1-11 月累计进口量 6144 万吨，同比增加 30.41%，比上月减少 2.08 个百分点（详情见
图 11）。
图 11：中国氧化铝供需平衡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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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Wind,东吴期货

（二）国内库存持续攀升，LME 库存去化速度放缓
今年以来，LME 铝库存继续下降，从年初的 220 万吨下降至 12 月底的 110 万吨。近期随着铝价上涨，LME 库
存下降速度放缓。一方面是因为高价抑制了下游消费，另外一方面，之前的一些隐性库存重新转为显性库存。国内库
存 12 月份则继续上升，根据 SMM 的统计数据，上海、无锡、南海、杭州、巩义等 5 个国内主要贸易集散地年初库
存为 34.3 万吨，9 月末为 156.2 万吨，截止到 12 月末，库存为 168.7 万吨，比去年同期高出 136.3 万吨左右（详
情见图 13）
。高位库存犹如一把达摩利克之剑始终悬在铝价上方，铝价在跌至行业平均完全成本线附近后虽然止跌，
但受制于高库存难以形成持续的反弹。
去年现货铝价走势和库存相关性较强，从图 14 可以看出，两者基本上处于反向，相关性达到 0.813。但是今年
三季度，相关性减弱，主要是受供应侧改革预期，市场担心后期铝锭供应或偏紧，因此虽然上期所库存处在历史相对
高位，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但是铝价仍然表现相对坚挺。但是长期来看，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存在，扣除成本因素，库
存和价格难以长期同时上涨。进入四季度以后，铝价在不断攀升的库存压力下，出现大幅下跌。12 月份虽然在伦铝
带动下沪铝出现反弹，但反弹高度和持续性在高库存面前预计有限。
图 13：中国社会库存，上期所库存及 LME 库存走势图 14：上期所周库存和现货铝价走势对比图

数据来源：SMM，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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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保政策加严令成本支撑加固，铝价回落空间受限
在电解铝企业的主要成本构成中，原料氧化铝价格和电力成本占了接近 75%（详情见图 15）。而电力成本又
与动力煤价格息息相关。尤其是自备电铝企，动力煤价格直接影响用电成本。今年以来，财务及人工成本相对稳
定，动力煤价格高位平稳。氧化铝价格上半年小幅回落后，9 月份再度暴涨，并延续到 10 月份。随着氧化铝过剩
量增加和期铝价格下跌，11 月份以来氧化铝价格大幅下滑。预焙阳极和氟化铝价格则继续保持坚挺。12 月末，环
渤海动力煤(Q5500K) 综合平均价格指数为 577 元/吨左右，比 9 月末下降 9 元/吨。目前该指数缓慢下滑，总体
仍处高位（详情见图 16）。
图 15：中国电解铝企业成本拆分图

图 16：中国动力煤、氧化铝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SMM,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以山西一级氧化铝价格为例，10 月末的上涨至 3795 元/吨的年内高位，同时也为 2011 年 8 月有纪录以来最
高。随着氧化铝价格上涨，电解铝企业的成本上升，铝企盈利空间大为压缩。随着原铝价格 11 月份开始大跌，氧化
铝价格也回落至 2017 年底的 2870 元/吨。
由于环保政策加严，预焙阳极和氟化铝价格走势强劲。以华东地区预焙阳极(电解铝用辅料)为例，均价从年初的
不到 2700 元/吨蹿升至 10 月初的 4462.5 元/吨，涨幅达 65.3%，十月中旬开始一直保持在 4500 元/吨上方。氟化
铝价格则比年初上升 30%至十月初的 9400 元/吨，进入 11 月份以后进一步上涨至 12000 元/吨，并一直维持到年
底。
（见图 17）。
图 17：中国预焙阳极、氟化铝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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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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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氧化铝和辅料价格的上涨，四季度电解铝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行业平均完全成本大概在 14500 元/吨
（详情见图 18）
。目前氧化铝、辅料自己生产的铝企仍有利润空间，但外购原料的企业盈利空间收窄，企业复产动
能减弱。

三、需求分析——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铝需求稳中趋弱
（一）汽车产销平稳，增速下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8 万辆和 295.8 万辆，产销量同比分
别增长 2.3%和 0.7%，其中产量创历史新高。1 月至 11 月，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2599.9 万辆和 2584.5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3.9%和 3.6%，低于上年同期 10.4 和 10.5 个百分点；产销量累计增速分别比 1 月至 10 月下降 0.4 和 0.5
个百分点，继续呈现回落走势。（详情见图 19）
。
图 19：中汽协汽车产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汽协，Wind,东吴期货

图 20：中国洗衣机销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Wind,东吴期货

1 月 1 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VIA 显示，2017 年 12 月汽车经销
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7.7%，环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下。这是 2017 中国汽车经销商库
存预警指数连续 5 个月在警戒线以下。调查显示，多数经销商预计，进入 2018 年 1 月市场需求将有所下降。2018
年 1 月，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预计汽车销量将下降。因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建议，经销商要根据实际情况，理
性预估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库存水平，以防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营风险。

（二）房地产调控加强，家电行业产销两旺势头减弱
去年下半年，我国家电行业一反之前疲弱态势，产销均大幅好转。据产业在线数据，2016 年空调、冰箱、洗
衣机产量分别增长 8.24%，1.93%和 4.39%，销量则分别增长 1.93%，1.63%、6%，扭转了上半年的颓势。今年
以来，白色家电依旧产销两旺。
根据产业在线的数据，11 月,国内洗衣机总产量 583 万台,同比增长 9.9%;前 11 个月累计增长 8.42%。总销量
580 万台,同比增长 9.7%；前 11 个月累计增长 7.66%（见图 20）。11 月,国内冰箱总产量 581 万台,同比增长2.9%;前 11 个月累计增长 0.93%。总销量 571.1 万台,同比增长 0.0%；前 11 个月累计增长 1.6%。（见图 21）。
11 月我国家用空调产量 919 万台，同比上涨 9.7%。1-11 月累计产量 13225 万台，同比增长 30.08%，增速下滑
2.17 个百分点。11 月我国家用空调销量 816 万台，同比上涨 8.5%。1-11 月累计销量 13161 万台，同比增长
31.75%，增速下滑 2.24 个百分点。（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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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中国冰箱销量走势图

图 22：中国空调产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Wind,东吴期货

（三）电网、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对铝的需求拉动作用减弱
2017 年 1-11 月中国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为 35527 千米，同比上 16.31%，增速比上月下降 3.91 个
百分点（见图 23）。1-11 月份，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4661.8 亿元，同比增速-2.22%，比上月回落 2.86 个
百分点，而去年同期增速为 23.79%（如图 24 所示）
。从去年两月份开始，电网投资快速发力，2016 年 4 月份电网
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达到顶峰的 44.2%，随后开始逐渐回落，但全年投资增速仍达到 23.8%。电网投资的
快速增长带动了铝需求的上升。两者之间有半年到 1 年的滞后期，随着电网投资增速下滑，与此相关的铝消费也将
逐渐放缓。
图 23：中国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图 24：中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吴期货

统计局数据显示，1-11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7.5%，比 1-10 月的水平低 0.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68670 亿元，增长 9.7%，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8.4%。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速也有所回落，但销售额增速轻微上升。1-11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656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9%，增速比
1-10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11 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为 101.63，比 10 月份提高
0.14 个百分点（见图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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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走势图

图 26：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 Wind,东吴期货

从全国 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来看，11 月份以来土地交易市场降温。高频的百大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数
据显示，12 月以来，4 周中心移动平均增速已经下降至 30.7%、25.0%、22.9%、23.7%。年底降至 10.9%。
（见图
26）
。

（四）铝材出口增长平稳，但市场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外盘伦铝价格强于内盘，内外比值有利于出口。而且国内铝供应充裕，长期处于贴水状态，出口利
润上升。但是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抑制了铝材出口增幅。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影响了铝材出口。11
月份我国出口未锻造的铝及铝材 38 万吨，同比增加 0%。1-11 月份累计出口 435 万吨，同比上升 3.57%。10 月
我国出口铝型材 6.3 万吨，同比下降 18.68%。1-10 月我国出口铝型材 69 万吨，同比下降 30.1%。1-11 月我国
出口铝板带 187 万吨，同比增加 24.17% (见图 27-28)。
图 27：中国铝材出口量走势图

图 28：中国铝型材、铝板带出口量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东吴期货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针对限制进口国外铝产品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启动 332 调查、对国外铝挤压材进行
行政复审、对中国铝箔产品启动双反调查、在世贸组织就中国政府对原铝的补贴措施提起磋商等。2017 年 4 月 26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铝产品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发起调查（232 调查）。甚少被使
用的美国《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成为了贸易保护“利器”。铝行业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美国要利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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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大动干戈，中国也可能会采取在 WTO 规则内的反制手段，最终可能会引发全球铝产业的大混战。中国也是美
国的第二大铝进口来源国，对华进口铝的规模仅次于加拿大。

四、宏观因素对铝价的影响
（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增速放缓，工业品需求拉动作用减弱
12 月 15 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 至 11 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7.2%，符合预期，较前值
7.3%小幅回落。1-11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7%，也较 1-10 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 60.5%，比 1-10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统计局称，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
稳，投资结构调整优化。1-11 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 157198 亿元，同比增速 15.83%，比 1-10 月回落
0.026 个百分点。详情见图 29、30。
图 29：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走势图

图 30：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值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吴期货

（二）制造业持续复苏，实体经济趋稳
12 月 31 日公布的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1.6 连续 17 个月扩张，非制造业 PMI 55.0。国家统计局 12 月
30 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 PMI 51.6，连续 17 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这一数据不及此前市场预期
的 51.7，11 月该数据为 51.8。该指数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连续 15 个月保持在 51%以上较高水平。12 月官方非制
造业 PMI 指数达到 55.0，连续两个月实现环比上升。1 月 2 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 PMI 51.5，预
期 50.7，前值 50.8。这显示虽然中国制造业改善幅度尚小，但是运行得到进一步改善。新订单增长强劲，产出与出
口销售也都加速增长，带动制造业采购增速升至为 4 个月以来最高（见图 3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1 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0.9%，至 3.08 亿吨；1-11 月累计同比增长 12.2%。
而工业用电增速则从 10 月份的 2.88%回升至 3.49%。受 11 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速从 10 月的 4.8%下滑 3.9 个百
分点影响，克强指数 10 月的 9.45 下滑至 11 月的 8.67，延续下滑势头（详见图 32）
。
图 31：中国 PMI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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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克强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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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Markit 公司，Wind,东吴期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东吴期货

五、2018 年一季度走势预测和策略建议
（一）铝价走势预测
综上所述，展望一季度，个人以为铝价将呈宽幅震荡走势。
预计一季度铝价区间震荡走势。国内制造业延续扩张，整体宏观经济环境趋于稳定。下游需求有趋弱迹象，但整
体仍显稳定。全球经济持续扩张，欧美经济复苏强劲。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9.7，连续 16 个月高于荣枯线，
代表美国整体经济连续 103 个月扩张，2017 全年均值 57.6，为 13 年最佳。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热，11 月新屋、成
屋销售增速均创十多年高位。特朗普在签署税改法案后，基建计划将提上日程。外盘铝价走势偏强，抑制沪铝下滑幅
度。同时铝价在跌至 14000 元/吨附近后，成本支撑亦比较明显。受环保政策不断加严影响，成本端继续下行空间有
限。铝价往上走强难度亦高，主要受创记录的社会库存和上期所仓单压制。二季度消费旺季到来后，能否有效去库存
还有待时间验证。从国内的产能数据来看，2018 年不会出现明显短缺，因此目前来看，铝价上行空间也比较有限。

（二）交易策略建议
交易方向

交易时间段

波段操作

2018 年 1 季度

交易计划
预计铝价在 14000 元/吨-16000 元/吨之间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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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刊中所有文章陈述的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文章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更新情况不做任何保证，文章中作者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作为我公司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
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
期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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