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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房地产行业出现震动是因为政府出台调控政策，而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打压价格，而不是打压

量。对于铝行业而言，房价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地产实际投入使用，或者说装修过程中能够

使用到的铝材的数量。所以如果房地产行业的数量不会大幅下降，那么对于铝需求而言将是一个很稳

定的支撑。不排除调控政策对市场形成的心理冲击。但到目前为止，心理冲击影响的程度还非常有限。；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汽车消费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政策的提振：购臵税的下调，节能车的补贴，还有下

乡补贴，等等政策的刺激无疑都是推高汽车销量的重要因素。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汽车销量的提高

可能要来自于汽车消费者结构的扩大。一方面是地域的扩大，从过去依赖沿海以及一线城市消费者转

向中西部更广阔地区的消费者转变；另一方面是消费者职业的扩大，居民收入的上升使得汽车消费正

在从高档消费品向普通消费品转变。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促使未来的汽车消费得到更加平稳的发展； 

 

 节能减排的任务终究落到了电解铝的头上。在继贵州、广西两地大幅度减少产能以后，国内产铝第一

大省也河南省终于在 10 月份对电解铝下达减产指令。减产产能达到 100 万吨以上； 

 

 发改委决定在 11 月 1-2 日期间抛储 9.6 万吨电解铝铝锭，这一举措更多的是由于前期产能的大量减少，

发改委为平抑供应过紧所致。相对于其他金属而言，电解铝在此番上涨中涨幅有限，并且电解铝企业

生产利润并不高。9.6 万吨的抛储量相对于 100 多万吨的减产产能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扭转整体供应

趋紧的趋势； 

 

 通过加息和货币供给增长等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央行在政策选择上会偏向于紧缩，尤其是和去年相

比，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 GDP 的增长开始回落，尽管我们可以不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特别是

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的政策方向将可能在调整收入结构上，而不是一心一意的单纯追

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如果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下破 8%的警戒线，那也是政府难以容忍的结果。因此

央行在政策选择上必然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势必无法大肆放松；但

也难以快速收紧。央行可能会更加偏向于走中间化道路，但在中间化道路上又由于要保证控制通胀的

政治目标，因此政策将可能保持略微偏紧。如此一来，对于铝价的影响将存在一定的利空作用，但这

种作用的影响可能会比较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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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铝价先涨后跌 

10 月铝价，完成了上涨和回调的一个轮回。从 16000 元/吨的上冲逼近 17000 元/吨，

到后面的回落。而 LME 铝价也在冲破 2400 美元/吨的高点之后重新回落至 2300 美元/吨一

线。 

 

图 1：10月份铝价先涨后跌（2009.6-2010.10） 

 

数据来源：汤姆森路透、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需求中规中矩，并未出现减弱迹象 

房地产行业并不因政策调控而遭遇冬天 

9 月末，国家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国五条”以后，各地方政府加强落实，先后有 14

个城市出台了不同程度的限购令，10 月份的成交数据一落千丈。 

但这一番调控政策还不能在 9 月的数据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从统计局 9 月的数据上，

我们仍旧看到了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的高速增长。对于新屋开工面积而言，同比增速回落，

但 44.32%的同比增速仍属高位。而销售面积，则在 9 月出现了快速的反弹，达到 17.25%。

此前连续 4 个月，该增速都保持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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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销售面积增长迅猛，新屋开工面积回落，但继续保持在高位（2000.2-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由于调控政策的出台，我们很难对未来的销售数据报以过多的期望。预计销售数据在

10 月份可能将重新回落。9 月份的高速增长仅仅只是昙花一现，10 月数据即便还能保持在

0 以上，也必然要低于 9 月的 17.25%。 

 

但是在看到调控政策对成交数据，对销售数据打压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央出台各

方面房地产政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打压房地产行业，而是为了控制房价。可能政策的

手段策略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但从出发点而言，市场的解读是不应存在分歧的。 

政府除了在需求上出台各项政策打压投机需求以外，同时也要出台政策保证供给的充

足。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看出来。第一个是增新量，国土资源部安排了 18.5 万公顷的住宅

用地的指标；第二个是调结构，在总量增加的基础上调结构，中小户型加上保障性住房占

地面积占到 77%；第三个是挤存量，国土资源部严厉清查闲臵土地和囤地行为；国家税务

总局提高了土地增值税的预交标准。这两个政策主要是挤存量，把过去已经在开发企业手

里所掌握的土地，加快开发速度和节奏。另外政府也出台了政策保证政策的落实，在 580

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背后，是住建部和各省政府签协议来落实。 

中国房地产这几年一直发展的如火如荼，但供给的增长速度明显要低于需求增长速度。

在 2004,2005 年之前中国的竣工面积/销售面积还大体上可以保持在 1 以上，而在此之后，

就常年走低。尤其是在 2009 年房价上涨最快的一年，每个月这一比例几乎都处于历史低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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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竣工面积/销售面积处在历史低位，反映供给仍旧不足（2000.2-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9 月份这一数据降到了 0.438095，9 月份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连串充分反映出中国

房地产供大于求的形势延续持久，因此中央通过打压投机需求，增加供给的方式来达到控

制房价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大致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房地产价

格可能维持在一个平稳期，甚至可能会有所下调，以刺激成交量的增长。当房地产企业无

法以上调价格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它只能追求销售数量的增长以达到完成业绩目标的目的。

因此未来来看，量涨价稳甚至价跌的可能性会略大一些。 

 

我们从开发投资额的数据上可以看出自 2009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的资金投

入开始不断增加，尽管在 4 月遭遇严格的房地产调控以后，房地产的开发投资仍旧继续在

高位运行。这一点可以说明一点：房地产后市的供给还将可以继续得到改善。我们从竣工

面积/销售面积这一图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房地产供求紧张是一个基本事实，只要供给能够上

升，就自然可以有需求来填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未来中国房地产的投入使

用面积将能够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这无疑是支撑铝需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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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开发投资累计完成同比增速显示过去在房地产行业的投入充足（2000.2-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速出现下降，可能反映出短期内房地产开发资金的转移。另外

由于银行贷款的约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开发资金来源下降的原因。 

 

图 5：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继续下降，可能反映资金的转移（2000.2-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对于房地产，只要掌握一个基本的逻辑就可以把握好行业的方向。房地产行业出现震

动是因为政府出台调控政策，而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打压价格，而不是打压量。对

于铝行业而言，房价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地产实际投入使用，或者说装修过程中

能够使用到的铝材的数量。所以如果房地产行业的数量不会大幅下降，那么对于铝需求而

言将是一个很稳定的支撑。不排除调控政策对市场形成的心理冲击。但到目前为止，心理

冲击影响的程度还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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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需求旺盛，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9 月汽车产销双双报喜。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9 月份汽车产量达到 159.29 万辆，

同比增长 16.94%；销量达到 155.67 万辆，同比增长 16.89%。 

 

图 6：汽车销量高速增长反映行业复苏（2000.1-2010.9）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10 月份由于只有 17 个工作日，因此销量出现下滑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行业内人士

对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还是继续保持乐观：有行业人士表示在国庆期间得到的汽车订单已

经达到月销售目标的三分之一以上。汽车行业好转的市场景气在 10 月份将得到延续。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汽车消费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政策的提振：购臵税的下调，节能车

的补贴，还有下乡补贴，等等政策的刺激无疑都是推高汽车销量的重要因素。但在未来一

个时期内，汽车销量的提高可能要来自于汽车消费者结构的扩大。一方面是地域的扩大，

从过去依赖沿海以及一线城市消费者转向中西部更广阔地区的消费者转变；另一方面是消

费者职业的扩大，居民收入的上升使得汽车消费正在从高档消费品向普通消费品转变。这

两个方面都有可能促使未来的汽车消费得到更加平稳的发展。 

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无疑将继续提高国内的铝需求。 

库存方面的数据也显示国内需求较为稳定和坚挺 

从 7 月份以内，国内五个城市（上海、无锡、广州、南海、沈阳）的库存呈现稳定下

降的局面）。从 7 月初的 103.5 万吨下降到 10 月份的 83.4 万吨，下降幅度达到 19.42%。 

 

图 7：库存连续下降反映需求旺盛（2000.1-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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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下游铝材产量的稳步上升也可以体现出需求的良好 

自 5 月份以来，我国铝材产量一直保持在 180 万吨以上的水平。到了 9 月份铝材产量

更是达到 195.8 万吨。铝材产量的高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需求的良好。 

 

图 8：铝材产量居高不下亦表明需求旺盛（2000.1-2010.9）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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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几个重要产铝省份地区的减产使得供给趋紧 

对于电解铝行业来说，头上长期顶着的是两个魔咒：一个是环境污染问题，另一个是

耗电量过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一直成为政府对铝行业不断进行干预的主要理由。铝行

业的前行路程当中可谓是荆棘满地。但是国内的铝企业也在这种管制下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吨铝耗电量也从原来的 15000 千瓦时下降到 14000 千瓦时，技术好的企业甚至可以压低到

13000 千瓦时的水平。 

但是节能减排的任务终究落到了电解铝的头上。在继贵州、广西两地大幅度减少产能

以后，国内产铝第一大省也河南省终于在 10 月份对电解铝下达减产指令。减产产能达到

100 万吨以上。 

河南省的减产在情理之中，发改委在 9 月份公布的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当中，河南

省被列为一级预警等级地区，须及时启动预警调控方案。而河南省的电解铝产量在国内又

是首屈一指。河南省的大规模减产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除了政策的引导以外，电价上涨等成本因素的提高也促使河南的铝厂减少产能，河南

某大型铝厂其生产成本在 16500 元/吨以上，甚至可能更高，达到 17000 元/吨。而目前的

铝现货价还处在这一水平之下。 

近几个月国内原铝产量数据的连续下降也体现出了减产的成效。9 月份我国原铝产量

下降到了 117.2 万吨，相比 5 月份的 141.6 万吨，下降幅度达到 17.23%。 

 

图 9：原铝产量相比高位下降了 17.23%（2007.1-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由去年收储导致国内铝价高于国际价格引发的大量电解铝进口潮开始逐渐消退。9 月

份原铝进口量为 9609 吨，尽管比 8 月份提高了不少，但无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内

总量供给来看，这个数量微不足道。另外，目前我国原铝进口仍旧处在一个亏损状态，这

就难以引发国内大量进口电解铝以补充国内原铝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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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原铝进口保持低位水平（2007.1-2010.9）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图 11：原铝进口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7.1-2010.1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继续维系下去，中国的原铝进口亏损有可能下降，但从短期看，

人民币的升值还只能是渐进式的，目前还难以看到进口亏损得以摆脱的局面。因此目前电

解铝行业难以通过进口来达到调节供求关系的目的。 

 

为应付国内各省庞大的减产计划，发改委下令抛储 

发改委决定在 11 月 1-2 日期间抛储 9.6 万吨电解铝铝锭，这一举措更多的是由于前期

产能的大量减少，发改委为平抑供应过紧所致。相对于其他金属而言，电解铝在此番上涨

中涨幅有限，并且电解铝企业生产利润并不高。9.6 万吨的抛储量相对于 100 多万吨的减

产产能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扭转整体供应趋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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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解铝的生产原料氧化铝上看，目前保持较为稳定的供应。无论是产量还是进口量，

都保持在平稳的水平。 

我国 9 月份氧化铝产量 240.4 万吨，自 3 月以来已经连续 6 个月保持在 240 万吨以上

的水平，总体波动不大。对于电解铝生产的影响较小。 

 

图 12：氧化铝产量表现平稳（2007.1-2010.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进口氧化铝有所提高。9 月份我国进口氧化铝 31 万吨，比 8 月份提高了 24.89%。 

 

图 13：氧化铝进口增加，原料供给不成问题（2007.1-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氧化铝的进口弹性较大，各月之间的波动也比较大。这表明电解铝的生产上不会遭遇

太多的原料供应瓶颈。但随着明年国际上各大氧化铝供货商采用指数报价，这将提高氧化

铝采购成本。预计未来氧化铝生产自足率将可能提高，从进口转向自产，这将可能提升国

内氧化铝成本。（如果氧化铝定价模式不发生改变，那么这些厂商将继续使用进口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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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进口氧化铝有更大的成本优势，当因为价格问题选择自产的时候，生产成本肯定要

有所提高） 

 

LME 的库存变动 

10 月份 LME 的铝库存继续保持回落，整个 10 月份库存减少了 49300 吨。 

 

图 14：库存继续维持在高位运行（2007.1-2010.10） 

 

数据来源：汤姆森路透、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图 15：10月份现货交割日前库存增加有限（2007.1-2010.10） 

 

数据来源：汤姆森路透、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现货交割日前库存的增加有限，10 月份仅仅增加了 17450 吨，相比之前的 10 万吨以

上的库存增量已经明显下降。这可能暗示大机构对于原铝的投资兴趣可能正在下降。这可



                                                ****** 

14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条款 

能在暗示未来铝价大幅度向上攀升的可能性较小。尽管下方会受到有力支撑，但是上涨的

幅度却很难在高位水平。 

 

货币政策方向 

9 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达到 5955 亿元。与市场预期的 5000 亿元相比，高出了 19.1%。 

 

图 16：9月新增贷款达到 5955亿元（2001.1-2010.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新增贷款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表现得都比较均衡。只有 1 月份大幅放贷，达到 13900

亿元，其他月份都比较平稳。 

2010 年我国计划新增贷款 7.5 万亿元，截止到 9 月份为止，我国新增贷款累计达到

62911 亿元。也就是说第四季度我国新增贷款只剩下 12089 亿元的额度。平均下来每个月

的放贷量可以在 4000 亿元左右。和第三季度相比，第四季度如果按照计划发放的话，其

数量必须有所下降。第三季度一共发放了 16735 亿元。 

10 月 20 日，中央银行意外调整基准利率。将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

上调 25 个基点。此项决定大出市场意料之外。因在 10 月 10 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表示

过短期内央行不会加息。但从政策方向角度上看，也在情理之中。由于 CPI 连续走高，9

月份同比增长达到 3.6%，连续 3 个月超出全年 3%的通胀目标，因此央行在这一个时刻出

台加息当属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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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一年期贷款利率变化（2001.1-2010.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图 18：一年期存款利率变化（2001.1-2010.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9 月份的货币供给两种货币双双回落，尽管回落幅度不大。M1 同比增长 20.87%，M2

同比增长 18.96%。货币供给增速减缓显示政策上将可能继续保持趋紧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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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M1、M2同比增速双双下滑（2007.1-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货币政策的趋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通胀目标所致。央行的主要职能有四个：保

证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根据第三季度的数据，我国的经济增

长继续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GDP 累计同比增长为 10.6%，尽管回落较为明显，但仍旧远

在 8%的警戒线之上。而通胀任务却颇为紧迫，连续三个月 CPI 同比增长超过 3%的全年通

胀目标。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央行的货币政策都将可能向趋紧方向发展，即便不可

能快速收缩货币，但似去年那般泛滥的流动性已是明日黄花。 

 

图 20：CPI 连续三个月位于 3%以上水平（2009.12-2010.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 

17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条款 

图 21：GDP 增长回落，但仍旧在目标之上（1992.3-2010.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华泰长城期货研究所（上海） 

 

通过加息和货币供给增长等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央行在政策选择上会偏向于紧缩，

尤其是和去年相比，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 GDP 的增长开始回落，尽管我们可以不追

求 GDP 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的政策方向将可能在调整

收入结构上，而不是一心一意的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如果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下

破 8%的警戒线，那也是政府难以容忍的结果。因此央行在政策选择上必然是“小心驶得万

年船”，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势必无法大肆放松；但也难以快速收紧。央行可能

会更加偏向于走中间化道路，但在中间化道路上又由于要保证控制通胀的政治目标，因此

政策将可能保持略微偏紧。如此一来，对于铝价的影响将存在一定的利空作用，但这种作

用的影响可能会比较轻微。 

 

总结 

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于铝价的影响最为确定的因素在减产上。从供给角度而言，将对

铝价形成支撑。另外，目前整体商品价格上涨的大潮也将托稳铝价，因铝的生产成本也会

在这一波上涨中受到提升。需求上，尽管逐步走出旺季，房地产有可能会遭遇一些需求减

缓的问题，但从之前的分析来看，问题应当不会太严重。而汽车的需求很显然已经被拉动

起来，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汽车消费量都将会得到一波质的飞跃。对于未来的铝

需求，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央行的加息政策已经表明了态度，未来政策偏紧的方向不会改

变。只是基于经济快速下滑的担忧，央行在政策选择上必然是慎而又慎，我们很难想象央

行可以在未来继续进行大手笔的紧缩操作。对于未来的政策选择，我们认为可能中性偏紧

一些。这对于铝价有可能构成一定程度的利空作用，但不会形成根本性的打压。 

未来铝价将可能继续振荡，市场对于政策紧缩的担忧，房地产调控的担忧，都有可能

使得铝价在一个短时期内回落调整。但供应量的减少，需求的提高，成本的支撑，等等因

素的作用都可以推动铝价上升。预计在 11 月份，或者至少在年内，铝价重新上升到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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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以上的概率会比较高，而下方则在 16000 元/吨附近可望得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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