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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报—“铝市”春秋 谁与争锋？ 

 

  摘   要 
 

 2017年沪铝价格走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半年平稳、

三季度上涨以及四季度回调。2017 年伦铝价格基本跟随国

内走势，但是，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库存的变化，在上

期所库存持续攀升至 74.13万吨的同时，LME铝库存却持续

下降 110.6万吨，两市铝比值也从 7.66 缩小至 6.82，离进

口盈亏平衡点越来越远。 

 

 全球经济得到改善，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预计

2018 年房地产与家电用铝量将略下滑，汽车轻量化理念是

亮点，2018年铝市整体需求量增速将保持平稳。 

 

 2018 年预焙阳极和电力成本的提高，将使得电解铝成本

重心上移，而氧化铝价格则根据过高的利润水平和亏损在

周期内进行灵活调整；在供给侧改革与环保政策的影响下，

预计 2018年电解铝供应增速将有所放缓，但新增产能不容

忽视，基本面过剩局面完全改善仍需时间。 

 

 预计 2018年 3月底前，电解铝库存仍有进一步上升空间，

上半年库存或将突破 200万吨，去库存时间将延后。 

 

 预计 2018 年铝价进入缓慢上升阶段。从时间点来看，一

季度由于春节因素需求淡季，价格上行动能不足；二季度

开始进入需求旺季，但前期高企的库存需要时间消化，蓄

势待发；预计在三季度，随着去库存化的完成，铝价冲击

年度新高 17300 元/吨的可能性较大；四季度延续高位震荡

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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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行情回顾 

回顾整个 2017 年铝价走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半年平稳、三季度上

涨以及四季度回调，如下图 1 所示： 

图 1：LME铝与沪铝活跃合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国内市场上，2017年春节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向各地征求意见，拉开了供给侧改革的帷幕。一方面，冬季采暖季限

产的“2+26”城市中山东、山西为电解铝大省，对于政策中提出的电解铝厂限

产 30%，氧化铝厂限产 50%，市场欢欣鼓舞，铝价重心上移，沪铝主力价格围

绕 14000 元/吨上下波动；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执行的时间节点还未来临，加

上预期偏强，各地氧化铝厂及电解铝厂加大马力，使得国内社会库存急剧增加，

SMM 公布的数据显示，社会库存从年初的 34万吨到 120 万吨左右，反而压制了

铝价的走势。直到三季度，随着各地违规产能情况的公示，氧化铝和电解铝市

场的清理整顿落下实锤，铝价才开始了一轮大幅度的上扬，主力合约最高达

17250 元/吨。但是，高位运行的铝价使得库存继续攀升，而此时市场上却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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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桥等企业得到当地政府豁免，环保限产不及预期，叠加下游需求的疲弱、新

增产能的投放，四季度，铝价高位回调，截止 12 月 21日，沪铝主力收 14665

元/吨。 

国际市场上，2017 年伦铝价格基本跟随国内走势，中国因素成为各大国

际投行判断伦铝价格的主要参考，但是，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库存的变化，

在上期所库存持续攀升至 74.13 万吨的同时，LME 铝库存却在持续下降，从年

初的 230万吨下降至 21日的 110.6 万吨，两市铝比值也从 7.66 缩小至 6.82，

离进口盈亏平衡点越来越远。 

 

二、全球经济得到改善、国内宏观环境平稳 

从下图 2我们可以看出，2017年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GDP 均实现增

长，最新公布的三季度 GDP 同比增速分别为 3.2%、2.30%和 2.50%，远高于上

年同期的 2.80%、1.60%和 0.90%，表明 2017年全球经济出现了较明显的改善。 

图 2：发达国家 GDP当季同比 图 3：发达国家制造业指数（PMI）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从上图 3 的 PMI 数据上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美欧日制造业指数在 2017

年均上扬。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1 月 PMI 为 58.20，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9.4%；欧元区 12 月 PMI 为 60.60，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0.38%；日本 12 月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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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4.2，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44%。 

图 4：我国 GDP当季同比与宏观经济预警指数 图 5：我国制造业指数（PMI）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与此同时，我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显示国内宏观经济景气状况较去年有较

大的回升，2017 年总体维持在 73.3 的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GDP 增速表现较为平稳，全年基本维持在 6.8%，如上图 4 所示。但是，我国

2016年的人均 GDP为 53980元，仅相当于日本 70 年代末和韩国 90 年代初的水

平，而当时日韩的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制造业技

术性赶超能否实现还未可知。 

从上图 5可以看到，我国制造业指数无论从国家统计局还是财新公布的数

据来看，2017 年整体是上扬，但是在最新公布的 11月数据上，却再次出现背

离，据统计，2011年以来，财新和官方 PMI 月环比变动方向不一致共有 22次，

占比达到 27%。当两者方向上发生背离时，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动与官方制造

业 PMI一致的概率较大，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变动与财新 PMI一致的概率大。

11 月官方 PMI 为 51.8，环比是上涨趋势，而财新 PMI 则为 50.8，环比略微下

降，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放缓，预计 2018 年在全球经济得到改善以

及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电解铝消费量继续上涨，但速度放

缓，且消费结构将发生一定的变化，接下来将针对下游消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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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全球需求增长仍看中国 

电解铝应用非常广泛，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各领域的占比有所不同，我国

传统的建筑、交通、电力、铝材出口占比分别为 39%、17%、16%以及 14.8%。  

图 6：全球电解铝消费量（千吨） 图 7：我国电解铝消费量（季，千吨） 

  

数据来源：CRU、瑞奇期货  

从上图 6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电解铝消费逐年递增，2017年全球电解铝消

费为 6347.3 万吨；我国的消费量季节性特征明显，在每年二季度通常保持

15-20%的增长，而一季度则因春节影响有-5%的下滑，但年度总量呈现增长态

势。2017 年铝锭价格大幅上涨，铝消费保持前高后低的态势，全年增速约

7.5-8%，为 3435 万吨，占全球 54.12%，2018年全球电解铝消费增长依旧看中

国。 

近年来，国内铝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传统消费如建筑、电力等已经

过了高速发展时期，而新兴消费如交通等领域刚刚起步，整个铝行业正在悄然

发生变化。 

 建筑用铝下行压力较大，但仍将保持 4%左右的增长。铝在建筑行业领

域的消费，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和家电方面。从下图 8 中我们可以看出，受房地

产调控的影响，房地产开发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滑，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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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17 年 1-11月房地产开发累计同比增加 7.5%，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增加 7.2%，环比均有所下降。这种下滑在房地产分项数据中也能得到验证，2017

年 1-11月，施工面积、竣工面积以及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 3.1%、

-1%以及 6.9%，均处于低点，如下图 9所示。 

图 8：房地产行业投资累计同比（%） 图 9：房地产分项数据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11月空调产量累计为 17542万台，同

比增加 19.9%，家用电冰箱产量累计为 8742.5 万台，同比增加 12.6%，家用洗

衣机累计增加 7013万台，同比增加 3.1%。家电表现比较亮眼，但这主要由于

家电跟房地产销售存在一定的滞后关系，预计 2018年其需求增速将出现回落。 

 汽车行业用铝增长平稳、轻量化理念成未来亮点。短期来看，2018 年

受小排量汽车增值税减免优惠结束以及一二线城市汽车限牌限行措施，汽车产

量增速很难回到高增长区间，而新能源汽车当前基数较低，影响有限，这部分

的铝消费将保持平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汽车累计产量为 2673.1

万辆，同比增长 4.1%，而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为 58.9 万辆，同比增加 46.5%，

从总量上看，新能源汽车占比仅为 2.2%，短期对铝需求的贡献度较小，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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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后期轻量化趋势使得汽车压延板投资增加，越来越多新能

源汽车使用铝合金车身或纯铝车身，而飞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用铝量也在提高，

长期来看将会是未来铝加工需求增长的亮点。 

图 10：汽车累计产量及同比（万辆，%） 图 11：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及同比（万辆，%）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铝材出口增速可期，关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每

年都以铝材出口的形式输出铝金属，此部分也被看做铝消费。2017 年美国对我

国铝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铝材出口量略有下滑，预计 2018 年随着发达国家

经济体的持续复苏，将再次拉动国内铝材出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铝材产量累计为 5538.3

万吨，同比增长 8.3%；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铝材累

计出口 435 万吨，同比增长 3.7%。 

图 12：我国铝材累计产量及同比（万吨，%） 图 13：我国铝材累计出口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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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预计 2018 建筑行业用铝需求虽然有所回落，但受益于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持续仍将保持 4%的增速；以汽车为主的交通运输将受益于铝加工技术

的革新和轻量化的推进而保持 5.1%的增速；铝材出口虽然受到反倾销反补贴

等贸易摩擦的影响有可能下滑，但海外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将再次拉动铝材出

口，增速预计保持在 3.7%左右。2018 年铝整体需求量增速将保持平稳。 

相比其他有色品种，铝供应的波动远大于需求，所以研究铝价的重点往往

在供应而非需求，接下来将从铝原料供应端的铝土矿、成本端的氧化铝、预焙

阳极及电力和产品端的电解铝进行分析。 

 

四、供给侧改革下的铝供应端 

众所周知，我国铝行业为典型的“两高一剩”。电解铝行业总电耗约占全

国发电量的 7~8%，而所需原材料氧化铝以及预焙阳极的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

赤泥、废气、污水等污染物，2010 年以来电解铝产能复合增长率高达 11%，

远高于需求增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加剧。从 2002 年开始，国家政策方向始

终围绕控制行业限制产能扩张速度、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技术进步、规范产业

链发展和保护环境等，但是执行力度欠缺，收效甚微，直至 2017 年，国务院、

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部署，专项监督，颇有成效，但由于此前积压太多，2017

年供大于求的局面并未扭转，随着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的执行越来越严格，

预计 2018 年将发生变化。（2002 年以来的政策详见文末附表） 

 环保政策影响上游原材料，成本端支撑依存。 

我国铝土矿储量静态可利用 9 年左右，而全球铝土矿现有储量可利用静态

年限高达 83 年，因此国内部分氧化铝产能都将采购进口铝土矿，来源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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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澳大利亚和几内亚等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 年 1-11 月我国累计进口

铝土矿 6160 万吨，其中澳大利亚为 2257.72 万吨，几内亚为 2459.52 万吨，两

个国家占比高达 76.58%，进口平均单价在 50.17 美元/吨。 

图 14：铝土矿进口量及同比（万吨，美元/吨） 图 15：一级氧化铝各地均价（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从占电解铝成本 43%的氧化铝来看，2017 年价格整体表现冲高回落，价

格曲线走势陡峭，涨跌周期缩短。上半年国内氧化铝产能陆续建成投放，前期

暴涨产生的超额利润在阶段性供应过剩下被挤压，氧化铝价格出现回落，但下

半年由于矿石供应紧张加上取暖季限产，氧化铝产能受限预期加强，使得氧化

铝价格再次暴涨，但是进入 11 月后，限产不及预期又导致其面临阶段性回调。 

2017 年全年北方主产地氧化铝波动区间 2250-3800 元，均价预计为 2900

元，均价与年度最低位价差 650 元，与年度最高位价差 900 元，说明全年行情

在均价下方运行的时间相对更长。2016 年同样为此特点，可见均价在成本上方

相对合理位置时间更长，过高的利润水平和亏损对于氧化铝行业都意味着周期

内的很快调整。 

截至 2017 年 11 月我国氧化铝建成产能 8121 万吨，同比增长 8%，运行产

能 6829 万吨，同比增加 12%。2017 年氧化铝新增及复产总产能 695 万吨，受

到环保政策的影响，北方地区普遍投产偏慢。氧化铝企业有持续、可观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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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出现市场化减产。而且从历史的市场来看，氧化铝作为依赖资源的产品，

价格多数时间在成本上方运行，虽有部分企业阶段或持续亏损，但大面积的行

业亏损难出现。 

 图 16：国内氧化铝产能（万吨，%） 图 17：2017年氧化铝产量（万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2017 年 1-11 月氧化铝总产量为 5369.25 万吨，同比增长 9.44%，受环保限

产的影响四季度有所下滑。2017 年 1-11 月累计进口氧化铝 272.21 万吨，累计

同比增长 2.3%。 

图 18： 2017年氧化铝进口量（万吨） 图 19： 2018年氧化铝新增产能（万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如上图 19 显示，2018 年可调查的氧化铝新增及复产总产能为 710 万吨，

受环保政策影响，部分项目有较大不确定性，最终将形成产量的产能约 510 万

吨。新增氧化铝项目较少并不能代表氧化铝会供应短缺，供应量的增加可以依



瑞奇期货经纪公司·铝 2018 年报 
                       

 

本报告观点及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11 

靠冗余产能和进口量补充。需要关注的是，我国企业包括中铝、魏桥、南山、

锦江、陕西有色、酒钢等未来两年“走出去”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

在印尼、几内亚、牙买加、越南投建或者投资的氧化铝项目，一旦价格足够刺

激，同样有回流国内的可能。预计 2018 年全年氧化铝供应过剩 39 万吨，基本

处于平衡状态。 

从占电解铝成本 31%的电力角度来看，国内铝企业电力成本主要分为使

用网电的产能和使用自备电的产能，2016 年自备电厂产能占比已经高至 80%，

在煤炭价格低廉的时候，自备电厂的成本优势明显。但是，2017 年由于供给侧

改革对动力煤价格的提振，自备电厂的优势利润被侵蚀的相当明显，自备电厂

占比回落。若 2018 年贯彻落实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届时严格征收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则拥有自备电厂铝厂用电成本优势进一步削弱，从而整体抬高电解

铝用电水平。 

图 20：网电与自备电厂占比变化（%）  图 21：国内预焙阳极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瑞奇期货 

从占电解铝成本 10%的预焙阳极角度看，虽然利润极其丰厚，但由于在

煅焙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超标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便受到环保的影响，目前国内建成产能约在 2500 万吨，存在一

定的缺口，预计 2018 年对预焙阳极的需求增速将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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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对电解铝市场影响深远，但产能过剩局面短期难改。 

据统计，2017 年我国电解铝总产能月平均值在 4333.21 万吨，而在产产能

均值为 3712.23 万吨，产能利用率为 85.67%。2017 年电解铝违规产能停产 461

万吨，取暖季减产规模为 267 万吨，影响了大约 16.40%的量，如下图 14 所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1-11月年电解铝实际总产量为 2407.7

万吨，受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的影响，下半年同比一路下滑。 

图 22：2017年电解铝停产减产（万吨） 图 23：2017年电解铝产量及同比（万吨，%） 

  

数据来源：Wind资讯、SMM、瑞奇期货 

虽然说供给侧改革与环保限产在 2018 年将继续执行，但较大新增产能的

投放不容忽视。 

图 24：2018年我国电解铝新增产能计划（万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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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有色网调查的数据显示，2018 年电解铝新增产能约 408 万吨，其中

158 万吨属于置换产能（灰标，如下图 17 所示），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山

西、贵州及广西等西南区域。目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共计

322.33 万吨指标完成交易，而拟购买总量需求为 495.2 万吨，存在一定的缺口，

2018 年新增产能能否正常投放将依赖于合规产能指标的置换以及政府对合规

指标的发放。 

小结：成本端来看，2018 年预焙阳极和电力成本的提高，将使得电解铝

成本重心上移，而氧化铝价格则根据过高的利润水平和亏损在周期内进行灵活

调整；在供给侧改革与环保政策的影响下，预计 2018 年电解铝供应增速将有

所放缓，但新增产能不容忽视，基本面过剩局面完全改善仍需时间。 

 

五、库存风险持续累积，高处不胜寒 

      2017 年虽然供给侧改革大刀阔斧，但是供应缩窄速度低于消费放缓的速

度，尤其是进入四季度以后，整体库存仍然维持在 150 万吨以上。  
图 25：国内电解铝社会库存与价格（万吨） 图 26：电解铝库存季节性图表（万吨） 

  

数据来源：SMM、瑞奇期货 

从上图 26 电解铝库存季节性图表中，我们不难看出，近 5 年来电解铝去

库存时间一般集中在 4-7 月。预计 2018 年 3 月底前，电解铝仍有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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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半年库存或将突破 200 万吨，去库存时间将延后。 

图 27：电解铝社会库存与现货升贴水（万吨，元/吨） 

 
数据来源：SMM、瑞奇期货  

从电解铝社会库存与现货升贴水走势对比来看，2015 年末去库存主要来

自 400 万吨的减产影响，3 个月库存减少约 40 万吨；2016 年底主要由于新疆

地区运输不畅和消费地的低库存，使得现货市场升水达到近年来最高；2017

年库存持续攀升，现货一直处于贴水状态，并未出现去库存现象；预计 2018

年下半年将迎来去库存高峰。 

  

六、2018 年铝市供需平衡及展望 

随着美欧日制造业的复苏给国际铝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全球铝市场供应缺

口扩大，伦敦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将给伦敦铝价提供上行动力。国内方面，供

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持续发力，国内电解铝产量增速放缓，但累积的库存过大，

而下游消费处于平稳状态，产能过剩局面需要时间去改善。预计 2018 年铝价

进入缓慢上升阶段。从时间点来看，一季度由于春节因素需求淡季，价格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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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不足；二季度开始进入需求旺季，但前期高企的库存需要时间消化，蓄势

待发；预计在三季度，随着去库存化的完成，铝价冲击年度新高 17300 元/吨

的可能性较大；四季度延续高位震荡走势。 

图 28：原铝供需平衡表 

千吨 2017 Q1 2017 Q2 2017 Q3 2017 Q4 2018 Q1 2018E

产量 8768 9263 9242 9047 8978 38700

需求量 7753 8983 8792 8821 8218 37670

净出口 24 87 30 30 120 60

供需平衡 991 193 420 195 640 470

产量 15467 15984 16077 15962 15810 29040

需求量 14899 16513 16078 15983 15627 29670

供需平衡 568 -529 -1 -22 183 -630

中国

全球  

数据来源：CRU、瑞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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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表表：：国家出台与电解铝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政策方向 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文号 

限制产能

扩张速度、

淘汰落后

产能 

2002/4/15 国务院 《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势头意见的通

知》 

国办发 [2002]29

号 

2003/5/6 发改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宏观引导，促进电解铝行业有

序发展的意见》 

  

2003/12/23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

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 办 发

[2003]103 号 

2006/3/20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 国发[2006]11 号 

2006/4/1 发改委 《关于加快铝工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 改 运 行

[2006]589 号 

2007/4/2 发改委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措

施遏制铝冶炼投资反弹的紧急通知》 

  

2009/5/11 国务院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9/9/1 发改委 《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9]38 号 

2009/12/3 工信部 《关于分解落实 2009 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通

知》 

工 信 部 产 业

[2009]588 号 

2010/4/6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7 号 

2010/8/5 工信部 《2010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告》 工 产 业

[2010]111 号 

2011/4/20 工信部等九部

委 

《关于遏制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

产业健康发展的紧急通知》 

工 信 部 联 原

[2011]177 号 

2012/4/27 工信部 《关于下达 19 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

务的通知》 

  

2013/5/10 发改委、工信

部 

《关于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的通

知》 

发 改 产 业

[2013]892 号 

2013/10/15 国务院 《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3]41 号 

2014/1/1 国务院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4/9/11 工信部 《关于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在建项目产能置换

有关事项的通知》 

工 信 部 产 业

[2014]327 号 

2015/6/29 发改委、工信

部 

《关于印发对钢铁、电解铝、船舶行业违规项目

清理意见的通知》 

发 改 办 产 业

[2015]1494 号 

2015/7/1 工信部 《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工 信 部 产 业

[2015]127 号 

2016/6/16 国务院 《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

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16]42

号 

2016/10/18 工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2017/4/12 发改委、工信

部、国土资源

《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的通知》 

发 改 办 产 业

[2017]6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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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保部 

差 别 授 信

支持 

2004/4/1 发改委、中国

人民银行和银

监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

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行业环境

管理 

2004/6/24 环保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解铝行业环境管理的通知》   

2007/5/23 国务院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7/1/5 国务院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国发[2016]74 号 

2017/2/17 环保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 

  

行业规范 2005/12/1 发改委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 年本)》   

2007/10/1 发改委 《铝行业准入条件》   

2013/7/24 工信部 《铝行业规范条件》   

2014/4/15 工信部 第一批符合《铝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2015/1/14 工信部 第二批符合《铝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2016/3/3 工信部 第三批符合《铝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促进技术

进步 

2006/9/17 国务院、发改

委 

《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2006]77

号 

2007/9/30 发改委、财政

部、电监会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 

  

2007/12/21 发改委、电监

会 

《关于取消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电价优惠有关问

题的通知》 

发 改 价 格

[2007]3550 号 

2010/5/12 发改委、电监

会、能源局 

《关于清理对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等问题的通

知》 

  

2013/12/13 发改委、工信

部 

《关于电解铝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的通

知》 

发 改 价 格

[2013]2530 号 

自备电厂

规范 

2015/11/30 发改委 《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

意见》 

自备电厂规范 

2017/6/29 发改委、能源

局 

《关于开展燃煤自备电厂规范建设及运行转型督

查的通知》 

自备电厂规范 

加 强 行 业

兼并重组 

2013/1/1 工信部 《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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