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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及推荐策略

品种解析

本周推荐策略 ：买入沪铝2207合约卖出沪铝2210合约，目标价差-200，止损+50。
强弱排序 : 镍>不锈钢>铝>铜
      
       本周有色承压运行，品种跌幅不一：不锈钢下跌 1.96%，镍下跌  0.81%，铝下跌0.22%，铜持平。
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同时4月海内外经济数据不佳，宏观施压。但是美元持续回落叠加中国召开全国稳
住经济大盘会议，市场情绪有所提振，有色板块或有反弹。海外地缘风险仍存，欧美加大对俄制裁，能
源价格或持续高位，导致冶炼产能缩减，部分区域的有色供应或继续受其影响，俄铝、俄镍等相关品种
的贸易扰动依旧存在。上海地区复工复产，需求逐渐改善。本周有色品种的海内外库存增减不一，其中
铜、铝维持去库状态 。综上，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市场情绪好转，有色止跌，建议短线操作为宜。
（仅供参考）
风险提示：美联储货币收紧、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疫情拐点不确定性。

铜：宏观方面，美联储加息及中国经济数据不佳，压制铜价。但近期美元指数回落，疫情好转及中国
积极出台稳增长政策，宏观情绪有所缓解。供给端，某湖北新建炼厂项目产量增量预期延后，且有新
的大型炼厂开启检修，6月供给增加预期缓和。需求端，疫情好转发运逐渐恢复，叠加精废价差处于
低位，利于精铜消费，上周精铜杆周度开工率回升  5.08%至70.77%，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库
存方面，电解铜社库周度去库 1.23万吨至10.76万吨。其中广东地区下游消费尚可再加上仍有部分电
解铜被运至外省，令库存减少1.07万吨，贡献主要减幅。短期消费复苏给予铜价支撑，预计铜价在
72000元/吨附近震荡。

铝：近期紧急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会议显示出国家稳经济的决心，市场情绪好转。铝当前基本面
矛盾不突出。冶炼成本处于高位，底部支撑有力。需求方面，随着上海、江阴等地加工企业复工复产，
铝锭社库持续去库。但下游消费及供应链修复仍需时间，开工率恢复缓慢。短期疫情好转，铝锭仍有
去库预期，预计本周沪铝价格区间在  20000-21500元/吨。

镍：本周沪镍震荡盘整，周五明显拉升。宏观面稳增长政策频出，复工复产预期强，消息面上周印尼
表示正考虑对原材料含量低于70%的商品征收出口税，交易面06合约持仓量和仓单差距较大，空头担
忧挤仓风险而多平仓离场，多重因素共振，推动镍价上涨。目前进口窗口虽打开，但海外及保税区资
源尚未充分流入市场，库存维持低位且持续去化，支撑镍价。需求方面，不锈钢库存高企，仍以刚需
消耗库存为主；部分前驱体企业已计划原料采购，新能源汽车加速生产，但对电解镍的消费提振或有
一定延后。预计镍价短期延续高位震荡，波动区间在  20-22.5万/吨，后续随着供需逐步宽松，价格
或有一定回落空间，可考虑逢高建立空单。

不锈钢：不锈钢本周重心略有下移。目前不锈钢自身基本面偏弱，国内疫情好转，管控减弱，江阴滞
留货物释放，供给有所增加，但终端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库存压力仍在，不过海外订单增加，出口有
一定利好，预计不锈钢短期延续窄幅震荡，且易受镍价波动影响，建议暂时观望，后续关注不锈钢库
存消化情况。



一周大事记
【宏观数据】
1.今年前4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582.3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较1-3月份回落5个百分点。
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8.5%。
2.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3. 5月25日，美联储FOMC公布5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大多数美联储官员支持未来几次会议上加息  50个基
点，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每次升息 50个基点可能是合适的。同时所有官员支持开启缩表计划，委员会应通过提高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和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将货币政策立场转向中性。
【铜新闻】
1.某湖北大型炼厂投产时间可能延后至   8月份。且又有大型炼厂开始检修，预计检修至6月中旬，影响产量2-3万吨。
2.祥光铜业重启生产
受疫情因素影响，祥光铜业自今年3月份处入温炉待产状态。4月25日，建发股份子公司阳谷建发铜业有限公司与祥光
铜业、青岛祥光签署《托管经营协议》。这也标志着，祥光铜业在阳谷建发的托管下，走上了涅槃重生的重启之路。
3.自由港印尼公司目标是2022年铜精矿产量增长  6.7%
外电5月25日消息，美国矿业巨头Freeport McMoRan旗下的自由港印尼公司(Freeport Indonesia)总裁Tony Wenas
周三在议会听证会上表示，印尼自由港公司的目标是，2022年铜精矿产量达到  302万吨，较2021年的283万吨增长
6.7%。
4.泰克资源首席执行官谈及QBME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
据GBR消息，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onLindsay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的Quebrada 
Blanca工厂扩建项目，最早将于2026年每年增加150000多吨铜当量产量，使公司的产量至少增加   50%。
【铝新闻】
1.青海某铝厂正积极推动复产，复产后产能将增加7万吨。
2.云南放开用电负荷支持电解铝投产
近期，云南省来水情况好于预期，大理黄坪片区小电发电能力持续增加，就地平衡后，地区用户下网需求减少。经专
班综合研判，决定自即日起全面放开大理、文山地区以上电解铝企业用电负荷。
3.海德鲁可能会关闭斯洛伐克铝冶炼厂
近日海德鲁公司表示，除非斯洛伐克政府通过碳补偿计划提供财政援助，否则该公司可能不得不关闭其在斯洛伐克拥
有多数股权的铝冶炼厂。Slovalco铝冶炼厂为斯洛伐克供应50%的铝，拥有500名员工。”
【镍新闻】
1. 印尼镍加工产品低于 70%应征收出口税
印尼投资部/BKPM计划对原材料含量低于70%的加工商品征收出口税。此举是为了保护对国内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投
资。Bahlil表示，他将与财政部进一步讨论该法规的细节。
2. 中伟股份：印尼高冰镍项目预计将在三季度逐步投产
近日中伟股份表示，截止至2021年底，公司拥有有效产能23万吨，目前规划的有效产能在  41-43万吨左右。其中，印
尼高冰镍项目预计将在今年三季度逐步投产，磷酸铁锂初步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初会实现批量供应。
3. 俄罗斯镍出口并未受到影响，Nornickel继续履行所有合同义务
俄罗斯镍出口并未受到影响，Nornickel履行所有合同义务，该公司目前预计，2022年全球镍市场过剩   37,000吨，
然后由于印度尼西亚新产能的启动，到2023年将扩大至103,000吨镍（主要是低品位镍）。2月份，该矿商预测2022
年全球镍市场供应过剩  42,000吨。
【不锈钢新闻】
1. 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社会库存
2022年5月26日，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社会库存总量91.46万吨，周环比上升0.70%，年同比上升16.26%。其中冷轧
不锈钢库存总量56.07万吨，周环比下降3.58%，年同比上升25.11%，热轧不锈钢库存总量35.39万吨，周环比上升
8.30%，年同比上升4.55%。本周佛山市场及无锡市场不锈钢库存仍呈现去库态势，地区性市场不锈钢库存因400系热
轧资源到货明显，仍有一定增加。
2. 内蒙古某工厂计划建设年产40万吨的高碳铬铁合金项目
内蒙古某工厂计划建设年产40万吨的高碳铬铁合金项目，为6条生产线，公司力争于2022年8-10月投产。据Mysteel
调研了解，该项目基础建设已经完成，等待设备采购并进行安装，预计投产时间或将延期至2023年。
3. 山东鑫海实业不锈钢项目一期162万吨
山东鑫海实业有限公司拟成为太钢控股子企业，此次受让产能116万吨，加上此前通过山东兖州合金钢股份有限公司置
换的46万吨产能，现有炼钢产能162万吨。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钢铁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要求，经国务院国资委复函同意，拟将武
钢有限转炉产能以及宝钢特钢电炉产能出让。现将武钢有限1座90吨转炉102万吨炼钢产能，宝钢特钢L座60吨电炉14
万吨炼钢产能出让方安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5月25日-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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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高频数据(周度)

铜
品种 单位 本期 上期 涨跌 涨跌幅

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71,900 71,900 0 0.00%
LME3个月铜收盘价 美元/吨 9,387 9,421 -35 -0.37%

上海物贸现货价 元/吨 72,530 72,030 500 0.69%
上海物贸升贴水 元/吨 340 350 -10 -2.86%

LME铜升贴水 0-3 美元/吨 -5.50 29.00 -34.50 118.97%
LME库存 吨 156,175 174,600 -18,425 -10.55%
SHFE库存 吨 41,546 54,436 -12,890 -23.68%

COMEX库存 吨 72,621 72,342 279 0.39%
库存合计 吨 270,342 301,378 -31,036 -10.30%

上海保税区库存 万吨 21 21 0.10 0.47%
LME注销仓单占比 - 40.29% 46.64% -6.34% -13.60%

沪伦比 - 7.58 7.63 -0.06 -0.73%
TC加工费 美元/干

吨
78.70 78.70 0.00 0.00%

精废价差 元/吨 9,590 9,160 430 4.69%
洋山铜溢价 美元/吨 74 77 -4 -4.55%

铝
品种 单位 本期 上期 涨跌 涨跌幅

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20,775 20,820 -45 -0.22%
LME3个月铝收盘价 美元/吨 2,845 2,933 -88 -3.00%

上海物贸现货价 元/吨 20,800 20,760 40 0.19%
上海物贸升贴水 元/吨 0 -20 20 100.00%

LME铝升贴水 0-3 美元/吨 -27.50 -11.00 -16.50 150.00%
LME库存 吨 471,075 504,275 -33,200 -6.58%
SHFE库存 吨 285,567 288,801 -3,234 -1.12%
铝棒库存 万吨 13.75 13.65 0.10 0.73%

氧化铝：连云港平均价 元/吨 3,280 3,430 -150 -4.37%
国产ADC12铝合金平均价 元/吨 20,900 21,300 -400 -1.88%

镍
品种 单位 本期 上期 涨跌 涨跌幅

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211,080 212,800 -1,720 -0.81%
主力合约成交量 手 61,183 114,018 -52,835 -46.34%

沪镍价差（主力-近月） 元/吨 0 0 0 #DIV/0!
LME3个月镍收盘价 美元/吨 28,284 27,973 311 1.11%

LME15个月镍收盘价 美元/吨 28,503 28,182 321 1.14%
全球市场价格:镍 美元/公

吨
19,933 19,362 570 2.95%

平均价:镍:1# 元/吨 220,800 224,200 -3,400 -1.52%
SMM-金川镍现货报价 元/吨 221,000 223,000 -2,000 -0.90%
SMM-金川镍升贴水 元/吨 9,500 10,500 -1,000 -9.52%
LME镍升贴水(3-15) 美元/吨 -218.50 -209.00 -9.50 4.55%

镍矿港口库存 万吨 458.82 462.43 -3.61 -0.78%
LME库存 吨 72,240 72,228 12 0.02%
SHEF库存 吨 1,216 1,908 -692 -36.27%

可用库容量：镍 吨 174,784 174,092 692 0.40%

不锈钢
品种 单位 本期 上期 涨跌 涨跌幅

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18,715 19,090 -375 -1.96%
主力合约成交量 手 36,016 76,355 -40,339 -52.83%

304/2B冷轧不锈钢卷:无锡 元/吨 19,500 19,850 -350 -1.76%
304/2B冷轧不锈钢卷:佛山 元/吨 19,400 19,900 -500 -2.51%

304/NO.1热轧不锈钢卷:无锡 元/吨 19,250 19,550 -300 -1.53%
304/NO.1热轧不锈钢卷:佛山 元/吨 19,350 19,550 -200 -1.02%

南华不锈钢指数 点 1,497.99 1,536.06 -38.06 -2.48%
无锡库存 吨 570,200 573,900 -3,700 -0.64%
佛山库存 吨 177,100 177,300 -200 -0.11%

废不锈钢：304：无锡 元/吨 13,800 14,200 -400 -2.82%
废不锈钢：304：佛山 元/吨 13,450 14,000 -550 -3.93%

数据来源：Wind 福能期货



有色品种板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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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F基差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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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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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季节性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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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交易所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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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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