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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及推荐策略

品种解析

本周推荐策略 ：盘面多空交织，有色维持高位震荡。
强弱排序 :铝>铜>镍>不锈钢        
 
        俄乌冲突持续升级，有色受到压制：上周铜下跌1.67%，铝下跌1.44%，镍下跌1.93%，不锈钢
下跌5.41%。宏观看，海外地缘风险加剧，而国内信贷投放回升，稳增长预期明显，宏观层面多空交
织。基本面看，云南、山西等地电解铝复产，晋鲁豫等地氧化铝生产不再受限，华北地区镍铁恢复生
产，供给偏紧格局有所缓解；下游需求恢复较为缓慢，整体采购情绪偏向谨慎。综合看，宏观和基本
面多空交织，短期走势或分化，有色品种维持高位震荡。（仅供参考）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供应扰动超预期、库存拐点、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铜：海外地缘风险加剧，美欧若将俄完全剔除SWIFT之外，或加剧美滞胀，推动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
铜价承压。TC价格持续走高，周内上涨1.54%至66美元/吨，电解铜供应逐步趋松。财税40文件出台，
可能导致废铜加工企业成本增加而降低生产，且进口窗口持续关闭，废铜供应格局将持续偏紧。国内消
费不及预期，各地电解铜现货升贴水走低。上周精铜制杆周开工率环比下滑0.6个百分点至58.35%，当
前下游电线电缆及漆包线企业订单不及往年同期，是拖累精铜杆开工率走弱的主要原因。截至2月25日，
中国铜社会库存周度增加0.4万吨至22.14万吨，保税区铜库存周度增加1.45万吨至30.06万吨。整体来
看，预计在低库存的支撑下铜价高位震荡为主，下方70000元附近有支撑。

铝：俄乌冲突持续升级，海外电解铝供需格局趋紧，伦铝有继续冲高的预期。国内方面，电解铝供应端
复产趋势不减，云南、广西、贵州复产进程继续推进。且受百色疫情和冬奥会限产影响的氧化铝逐步恢
复生产，成本端支撑转弱。近期下游消费逐步复苏，上周国内铝加工龙头企业开工率为68.1%，环比增
长1.6个百分点。库存方面，国内铝锭库存周度累库6万吨至109.9万吨，累库速度有所放缓。铝棒库存
周度减少0.4万吨至26.06万吨。预计短期铝价维持高位震荡运行为主。套利方面，建议关注多伦铝空沪
铝的交易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如俄铝受制裁，出口转向中国，我国铝供应将变得宽松，沪铝或将出现
较大回调。

镍：本周镍价走势较反复，受俄乌战争影响明显，整体波动剧烈，前期制裁预期引发供应担忧而显著上
涨，后期因制裁暂未波及到有色金属而高位回落。从基本面看，镍目前供应整体依旧偏紧，不过俄镍进
口增加稍缓解国内供应紧张，在内外盘价差上有所反映。在全球低库存的支撑下，预期镍价高位震荡，
建议暂时观望，套利方面，由于供应外紧内松的局面，注意多伦镍空沪镍的套利空间。后期印尼镍铁及
高冰镍产量落地或使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不锈钢：本周不锈钢期价高位回调，主要受成本支撑走弱和需求担忧的影响。基本面看，目前原料端铬
铁持稳，而镍价受局势影响存高度不确定性，走势波动，且废不锈钢因取消30%税率导致价格下调。供
给端不锈钢逐步复产，供应有增长预期；需求端在供应回升后，下游畏高情绪重，市场成交转淡，库存
持续回升。综上，不锈钢基本面转弱，预期不锈钢价短期偏弱震荡，建议逢低轻仓买入。



一周大事记

【宏观数据】
1.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2年2月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7%，
5年期以上LPR为4.6%。
2.当地时间2月24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在截至2月19日的一周中，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3.2万人，
少于市场预期的23.5万人。分析人士认为，自2021年11月中旬以来，美国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基本保持在25
万以下，表明劳动力市场较为稳固。但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低于趋势水平，暗示劳动力市场还未达到
美联储设定的充分就业目标。
【铜新闻】
1.2月19日，印尼PT冶炼公司开始启动东爪哇铜冶炼厂的扩建工程，将产能从现在的每年30万吨铜阴极提高到34.2万
吨。该扩建项目投资2.23亿美元（3.2万亿印尼盾），计划在2023年12月底之前完成。
2.据江西某再生铜加工企业反馈，目前企业投炉2台，日均废铜消耗量300吨，但受财税40号文的影响，企业计划24
号暂停废铜采购，以避免3月1日之后产生额外税额，同时近期也主要是清理废铜原料库存为主，仅少量采购。
【铝新闻】
1.广西出台27条政策措施推进百色复工复产，对受疫情影响停产的电解铝企业，在今年 4 月份前启槽恢复生产的且 9 
月份前恢复 80%以上产能的，单个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的启槽补助。
2.2月19日海德鲁铝业（Hydro）发布公告称，公司旗下位于巴西的Albras铝厂一条生产线因周六（2月19日）内部电
力故障停产，涉及产能11万吨/年。该铝厂共有四条生产线，总产能46万吨。此次事故导致其中一条线停产，占其总
产能的24%。其余三条线未受影响，均正常运行。预计将在2022年二季度初启动第一批电解槽，在四季度完成复产恢
复至正常运行。
3.知情人士透露，鉴于铝已严重短缺，拜登政府暂时不会对俄罗斯采取可能导致全球铝供应中断的制裁措施。俄罗斯
供应的铝约占美国总进口的10％，制裁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白宫国家委员会一位发言人不予置评。
【镍新闻】
1.淡水河谷在加拿大Totten镍矿矿场恢复运营
巴西淡水河谷周二表示，其Totten镍矿已恢复运营，并处于增产阶段，此前2021年9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导致39名工人
被困在矿场导致该矿山停止运营。淡水河谷表示，Totten矿的停工已在其2022年财年的计划中考虑，并且对其17.5-
19万吨的镍产量指导没有影响。
2.印尼第七委员会：印尼镍工业下游计划尚未最大化
2月22日印尼第七委员会主席Sugeng Suparwoto评估了政府正在推出的镍工业下游计划尚未最大化，印尼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镍储量。然而，镍并非单独作为最终产品。因此，必须以综合方式对包括镍在内的自然资源进行管理。此
前，政府以在印尼建设31座镍冶炼厂为目标。然而，根据印度尼西亚镍矿业协会（APNI）的数据，将有71家火法冶
金公司和工厂以及10家湿法冶金工厂。这意味着大多数冶炼厂将吸收储量有限的高品位镍矿石。
3.预计今年镍在锂电池领域的消费占比将达到21.5%左右
由上海钢联、隆众资讯等联合主办的2022年（第六届）不锈钢镍铬及新能源年会2月21日至2月22日在上海举办。会
上表示，尽管目前镍下游最大应用领域仍然为不锈钢，但增量最大的部分主要来自锂电领域。在新能源汽车需求的推
动下，镍在锂电池领域的应用占比不断提升，该比重2015年约为3.5%，2021年为16.1%，预计2022年会升至21.5%
左右。
【不锈钢新闻】
1.戴南地区对部分环保不达标的小型企业实施关停
目前对于戴南地区生产企业正在严查，后续将逐步针对部分环保不达标的小型企业实施关停等措施，目前已对少部分
企业进行设备拆除及关停，其余中大型企业生产仍在正常进行中。
2.2月23日，生态环境部召开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的生态环境领域8
项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其中，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助力释放合法煤炭产能1.4亿吨。截至2021年底，全国1.45亿吨
钢铁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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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90 71,890 -1,200 -1.67%
LME3个月铜收盘价 美元/吨 9,860 9,955 -95 -0.95%

上海物贸现货价 元/吨 71,120 71,575 -455 -0.64%
上海物贸升贴水 元/吨 -20 95 -115 -121.05%

LME铜升贴水 0-3 美元/吨 45.00 54.00 -9.00 -16.67%
LME库存 吨 74,875 74,075 800 1.08%
SHFE库存 吨 159,023 136,300 22,723 16.67%

COMEX库存 吨 64,861 67,061 -2,200 -3.28%
库存合计 吨 298,759 277,436 21,323 7.69%

上海保税区库存 万吨 23 20 2.90 14.65%
LME注销仓单占比 - 22.24% 24.03% -1.79% -7.46%

沪伦比 - 7.17 7.22 -0.05 -0.72%
TC加工费 美元/干

吨
65.00 62.00 3.00 4.84%

精废价差 元/吨 8,010 8,710 -700 -8.04%
洋山铜溢价 美元/吨 31 36 -5 -13.89%

铝
品种 单位 本期 上期 涨跌 涨跌幅

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22,510 22,840 -330 -1.44%
LME3个月铝收盘价 美元/吨 3,312 3,263 49 1.50%

上海物贸现货价 元/吨 22,810 22,700 110 0.48%
上海物贸升贴水 元/吨 -60 -20 -40 -200.00%

LME铝升贴水 0-3 美元/吨 29.00 36.50 -7.50 -20.55%
LME库存 吨 823,125 849,275 -26,150 -3.08%
SHFE库存 吨 335,892 325,747 10,145 3.11%
铝棒库存 万吨 28.50 29.20 -0.70 -2.40%

氧化铝：连云港平均价 元/吨 3,330 3,230 100 3.10%
动力煤 元/吨 940 1,000 -60 -6.00%

国产ADC12铝合金平均价 元/吨 22,350 22,300 50 0.22%

镍
品种 单位 本期 上期 涨跌 涨跌幅

主力合约收盘价 元/吨 174,450 177,890 -3,440 -1.93%
主力合约成交量 手 440,732 216,003 224,729 104.04%

沪镍价差（主力-近月） 元/吨 -700 0 -700 #DIV/0!
LME3个月镍收盘价 美元/吨 24,361 24,144 217 0.90%

LME15个月镍收盘价 美元/吨 23,257 22,983 27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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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50 180,300 -450 -0.25%
SMM-金川镍现货报价 元/吨 179,800 179,500 300 0.17%
SMM-金川镍升贴水 元/吨 1,850 2,100 -250 -11.90%
LME镍升贴水(3-15) 美元/吨 1104.00 1161.00 -57.00 -4.91%

镍矿港口库存 万吨 639.71 #N/A #N/A #N/A
LME库存 吨 80,088 83,328 -3,240 -3.89%
SHEF库存 吨 3,406 3,578 -172 -4.81%

可用库容量：镍 吨 172,594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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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0 18,870 -1,020 -5.41%
主力合约成交量 手 142,405 43,440 98,965 227.82%

304/2B冷轧不锈钢卷:无锡 元/吨 18,400 18,900 -500 -2.65%
304/2B冷轧不锈钢卷:佛山 元/吨 18,400 18,800 -400 -2.13%
304/NO.1热轧不锈钢卷:无 元/吨 18,800 19,500 -700 -3.59%

304/NO.1热轧不锈钢卷:佛山 元/吨 19,000 19,100 -100 -0.52%
南华不锈钢指数 点 1,440.32 1,512.14 -71.81 -4.75%

无锡库存 吨 #N/A 490,000 #N/A #N/A
佛山库存 吨 #N/A 176,300 #N/A #N/A

废不锈钢：304：无锡 元/吨 13,200 13,550 -350 -2.58%
废不锈钢：304：佛山 元/吨 12,600 13,100 -500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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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