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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9年1-12月中国铝材进口数量为396621吨，同比增长1.5%；2019年1-12月中国铝材进口金

额为2471495千美元，同比增长2.1%。2019年1-12月中国铝材进口情况如下图所示：  2015-2019

年中国铝材进口数量统计图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2015-2019年中国铝材进口

金额统计图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

       2019年1-12月中国铝材出口数量为424万吨，同比增长4.1%；2019年1-12月中国铝材出口金

额为12025998千美元，同比增长5.2%。2019年1-12月中国铝材出口情况如下图所示：2015-2019

年中国铝材出口数量统计图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2015-2019年中国铝材出口

金额统计图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铝行业前景展望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十六章。首

先介绍了铝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铝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铝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

后介绍了铝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铝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铝行业

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铝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铝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 一部分铝行业相关概述

第.一章铝的简介

第 一节铝的相关介绍

一、铝的自然属性

二、铝的基本用途

三、铝的特性

四、铝的毒性与危害

第二节铝合金

一、铝合金的分类

二、铸铝合金分类

三、铝合金产品的状态



四、铝合金典型用途

第三节氧化铝

一、氧化铝的性质

二、氧化铝品种及用途

三、纳米氧化铝简介

 

第二章铝矿产资源与开发分析

第 一节世界铝土矿储量及生产状况

一、世界铝土矿储量和分布

二、世界铝土矿工业的特点

三、世界铝土矿工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中国铝土矿资源的概况

一、铝土矿的储量分布

二、铝土矿资源的特点

三、铝土矿的矿床类型

四、铝土矿矿物原料特点

五、铝土矿矿床时空分布及成矿规律

第三节中国典型铝土矿矿床

一、山东淄博王村铝土矿

二、广西平果铝土矿矿床

三、海南蓬莱铝土矿矿床

四、山西孝义克俄铝土矿床

五、贵州遵义苟江铝土矿矿床

六、贵州修文小山坝铝土矿矿区

七、河南新安张窑院铝土矿矿床

第四节中国铝土矿资源开发状况

一、铝土矿的矿业简史

二、铝土矿的生产布局

三、铝土矿的地质勘查

四、铝土矿的环境保护

五、我国铝土矿供应情况分析

第五节&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铝土矿新增储量分析预测



 

第二部分铝行业发展分析

第三章世界铝工业分析

第 一节世界铝工业发展分析

一、世界铝工业发展的特点

二、世界铝工业面临挑战

三、世界铝业合并及国际化经营特征显著

四、全球铝行业正处于技术革新阶段

五、2019年全球铝土矿、氧化铝行业发展态势

六、2019年全球铝市供应过剩情况

七、2019年全球十大铝生产公司排名

八、2019年全球铝市场分析

九、2019年全球原铝产量

十、2019年全球氧化铝产量数据

第二节美国

一、2019年美国原铝产量

二、2019年北美铝需求分析

三、2019年美国铝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美国铝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巴西

一、巴西铝行业分析

二、2019年巴西原铝产量分析

三、2019年巴西铝业公司着力实现铝厂自动化操作

第四节俄罗斯

一、俄罗斯铝工业的发展简史

二、2019年俄罗斯铝产量

三、2019年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铝土产量

四、2019年俄罗斯铝业公司产量

第五节海湾国家

一、海湾国家铝业情况

二、2019年海湾六国铝产量

三、2019年海湾地区铝产业蓄势待发



四、2019年海湾国家铝产能预测

第六节几内亚

一、几内亚铝资源在国际铝市场上的地位

二、2019年几内亚铝土矿市场分析

三、2019年几内亚计划铝土矿产量增加两倍

四、2019年几内亚减少铝土矿税收吸引投资

第八节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情况

一、2019年牙买加铝业发展面临困境

二、印度铝消费量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

三、2019年塔吉克斯坦原铝产量

四、澳大利亚铝工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五、斐济或成中国铝土矿进口代替印尼地

 

第四章中国铝工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 一节中国铝工业发展总体概述

一、中国铝工业发展的总体概况

二、中国铝工业对世界铝市场的影响

三、中国铝产业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四、2017中国原铝项目投资分析

五、2019年度中国铝行业大事记

第二节2019年中国铝市场分析

一、2019年铝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2017铝价行情回顾

三、2019年铝铝行业运行存在的问题

四、2019年铝业十强排名

五、2019年铝行业市场分析

六、2019年铝行业发展形势

七、2019年铝行业形势展望

八、2019年我国铝材产量统计

九、2019年我国铝合金产量统计

第三节国际氧化铝市场简况

一、2016年国际氧化铝市场回顾



二、2019年国内氧化铝市场回顾

三、中国氧化铝产能依赖进口铝土矿

四、2019年我国氧化铝产量统计

第四节再生铝业现状分析

一、中国再生铝产业现状分析

二、中国废铝易拉罐回收状况

三、中国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实现产业化

四、2019年中国再生铝行业大事回顾

五、2019年再生铝准入条件提高

第五节中国铝工业的竞争力分析

一、铝工业竞争力的内涵与评价原则

二、铝工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

三、铝工业竞争力评价

四、铝工业竞争力结论

 

第五章2015-2019年中国铝冶炼行业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数据分析

第 一节2015-2019年全国铝冶炼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16年全国铝冶炼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19年全国铝冶炼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2015-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一、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2015-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一、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第四节2015-2019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铝冶炼行业规模分析

一、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规模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2015-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6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9年全国及各省市铝冶炼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部分铝细分行业分析

第六章中国电解铝行业发展分析

第 一节中国电解铝工业发展总体概述

一、中国是电解铝生产冶炼技术与能力

二、2019年中国电解铝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9年电解铝冶炼企业铝价调研结果

四、2019年我国电解铝陷入行业整体亏损

五、2019年铝企减产与产业西移

六、2019年电解铝库存再创新高

七、2019年原铝收储难解电解铝之困

八、2019年工信部电解铝淘汰落后产能目标

九、2015-2019年中国原铝产量统计

第二节2019年中国电解铝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电解铝疯狂扩张的后遗症

二、电解铝项目西部转移加速

三、85%新建电解铝项目未经核准

四、相关规划有望在调研后出台

五、电解铝寒冬再探直供电

第三节2019年中国电解铝市场前景预测

 

第七章铝期货市场分析

第 一节中国有色金属期货市场分析

一、有色金属现货期货市场实现良性互动

二、中国有色金属期货市场的发展现状

三、期货市场助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度过金融危机

第二节中国铝期货市场分析

一、铝在期货交易中的特点分析

二、铝期货交易参与主体亟待多样化

第三节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标准合约及有关规定

一、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标准合约

二、上海期货交易业务细则及有关规定

 



第八章进出口市场分析

第 一节中国铝业进出口的影响因素

一、浅析人民币升值影响铝业进出口

二、国内有关氧化铝和原铝进出口的规定

三、部分铝制品进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四、浅析进口铝对我国市场的影响

五、美&ldquo;双反&rdquo;对我国铝材业利空影响显现

第二节中国铝工业进出口总体概况

一、2019年中国氧化铝进口分析

二、2019年中国铝土矿进口分析

三、2019年中国铝行业进出口分析

四、2019年国内氧化铝进口情况分析

2019年1-12月中国氧化铝进口数量为287万吨，同比下降5.3%；2019年1-12月中国氧化铝进口金

额为1100964千美元，同比增长26.2%。2019年1-12月中国氧化铝进口量统计表如下表所示

：2019年1-12月中国氧化铝进口量统计表     

月份   

进口数量（万吨）   

进口金额（千美元）   

进口数量同比（%）   

进口金额同比（%）       

1月   

27   

97377   

-47.6   

-26.6       

2月   

23   

81589   

-37   

-6.4       

3月   

42   



158403   

17   

71.3       

4月   

25   

95253   

146.1   

191.7       

5月   

14   

56249   

-20.4   

2.7       

6月   

7   

31922   

-54.2   

-37.7       

7月   

28   

95263   

29.4   

44       

8月   

29   

102983   

123.1   

147.6       

9月   

28   

100055   

93.3   



122.2       

10月   

28   

113645   

21.2   

78       

11月   

21   

94381   

-19.5   

18.8       

12月   

14   

74062   

-60.8   

-40.8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2019年1-12月中国氧化铝进口数量统计图数据来

源：中国海关，中企顾问网整理2019年1-12月中国氧化铝进口金额统计图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中企顾问网整理

第三节铝及其制品进出口数据

一、2016年中国铝及其制品进口数据

二、2016年中国铝及其制品出口数据

三、2019年中国铝及其制品进口数据

 

第四部分铝主要企业与地区分析

第九章我国重点铝业公司分析

第 一节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六、2019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二节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六、2019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三节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六、2019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四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五节广东省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六、2019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六节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六、2019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七节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八节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竞争力评价

三、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9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2015-2019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六、2019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十章主要地区铝工业分析

第 一节河南省

一、2019年河南铝加工业优势不再明显

二、2019年河南地区铝加工企业开工情况

三、2019年河南电解铝的艰难时刻

四、2019年河南电解铝业突破重围策略

第二节山西省

一、山西铝土矿资源及勘查开发状况

二、山西铝土矿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三、山西铝土矿资源开发规划布局

四、山西开启2016年铝合金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五、山西铝工业结构调整规划与实施

第三节广西区

一、广西区发展铝工业的优势诸多

二、广西铝工业发展落后的原因

三、广西铝工业发展措施与建议



四、广西境内三县构成亚洲最大铝工业基地

五、广西地矿助推&ldquo;千亿元铝产业&rdquo;发展

第四节贵州省

一、贵州省推动铝工业循环经济发展

二、贵州省确立铝工业发展目标

三、贵州铝工业依靠资源而得活力

四、贵州北部发现大型铝土矿

五、2019年贵州高性能铝合金项目通过验收

六、2019年贵州省白云区铝及铝加工年产值目标

第五节其他地区

一、内蒙古自治区做大做强铝产业链

二、浅析湖北阳新逐步完善铝产业链

三、未来潜江铝工业产值有望超百亿

四、宁夏已成为我国铝产业重要省份

五、新疆电解铝产能：西移是大势所趋

 

第五部分铝行业发展环境

第十一章行业发展技术环境分析

第 一节铝的生产工艺

一、铝生产加工流程

二、铝电解工艺流程

三、氧化铝的生产工艺流程

四、铝屑的回收工艺分析

五、铝阳极氧化与染色技术分析

第二节铝合金生产技术分析

一、铝合金铸造工艺简介

二、铝合金的热处理工艺

三、铝合金阳极处理技术

四、铝合金热顶电磁铸造技术

第三节中国铝工业技术发展状况

一、中铝铝电解槽技术获突破

二、万和铝合金热交换技术获鉴定



三、铝合金绿色熔炼技术的发展

四、美国推出新的铝铸造技术

五、超轻量铝轮毂技术取得突破

六、包铝研发铝电解合金化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第十二章2020-2026年铝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 一节铝行业发展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9年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七、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铝行业发展政策环境

一、国家有关铝工业产业政策简况

二、国家有关铝业环境保护的规定

三、中国铝轧材出口退税有望提高

四、中国电解铝进口实行零关税

五、2019年中国铝行业政策分析

六、2007年和2019年《铝行业准入条件》对比

第三节国家关于遏制铝冶炼投资反弹的措施

一、按照相关政策管理规定规范投资行为

二、加强相关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市场监管

三、加快淘汰落后装备以防落后能力死灰复燃

四、加强铝冶炼工业的环保防止环境污染

五、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

六、加强铝冶炼工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七、抓好铝业节能降耗工作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八、清理铝冶炼工业在建拟建的项目

第四节铝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专项规划



一、发展现状

二、发展环境

三、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四、主要任务

五、重大工程

六、保障措施

 

第六部分铝行业发展预测及战略

第十三章2020-2026年铝产品市场分析与展望

第 一节2020-2026年铝市场消费与价格分析

一、中国铝消费量占世界第 一

二、中国铝价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原铝消费预测

四、铝行业进入周期低谷时期

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铝行业发展预测

一、2019年铝市场将有好转可能

二、2019年铝市中长期需求预测

三、十三五突出控制严重过剩电解铝产能

四、&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铝加工业新增产能

第三节2020-2026年主要行业用铝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建筑行业用铝型材潜力分析

二、汽车用铝型材市场发展潜力

三、集装箱铝应用及需求

四、交通运输业铝消费前景值得期待

五、航空用铝材需求稳升

 

第十四章2020-2026年我国铝行业发展战略

第 一节中国铝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铝工业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

二、中国铝工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铝工业畸形产业链亟待矫正

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我国铝工业发展软肋



第二节发展中国铝工业的策略与建议

一、中国铝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二、中国铝工业结构调整措施与建议

三、中国铝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主要途径

四、中国铝工业健康发展路径的选择分析

第三节我国铝市场形势与营销战略思路

一、我国铝产品市场形势

二、我国铝业企业的营销方式研究

三、加强铝业企业营销研究的建议

第四节我国电解铝产业布局及发展前景

一、铝电关系决定电解铝发展前景

二、铝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铝产业因地制宜利用能源

四、铝业历史性的转变的借鉴

五、应合理布局电解铝工业

六、铝工业发展指导方针及建议

 

第七部分铝行业投资策略

第十五章2020-2026年铝工业投资及信贷策略探讨

第 一节铝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壁垒分析

一、我国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现状分析

二、我国铝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现状分析

第二节铝产业投资分析

一、中国铝工业未来展望

二、中国电解铝投资分析

三、中国电解铝利润趋势

四、中国复合铝型材市场潜力

五、铝冶炼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2020-2026年投资中国铝工业环境

一、投资国内铝行业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投资国内铝行业的不利因素分析

三、投资国内电解铝工业亟需冷思考



第四节2020-2026年铝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投资及信贷建议

一、总体原则

二、准入标准

（一）鼓励类

（二）允许类

（三）限制类

（四）退出类

 

第十六章2020-2026年铝行业投资（信贷）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 一节政策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宏观经济政策

二、产业政策

三、风险防范措施

第二节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三节技术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技术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四节供求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供求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第五节原材料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六节竞争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七节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八节国别风险及防范措施

第九节区域风险及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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