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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沪锌小幅下跌

市场成交一般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4340 -80

锌精矿 16020 -160

铅 锭 17525 -100

锌 锭 21890 -200

铅合金 18125 -125

锌合金 22840 -200

氧化锌 21370 -200

锌 粉 27600 -200

1#白银 3553 -26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昨夜沪锌低开持续下跌，今日期锌低位横盘震荡运行。预测夜

间沪锌止跌逐渐形成回调趋势，整体小幅上涨。主力合约 1904

预计区间：21800-22200 元/吨。今日主力合约 1904 运行区间

21820-22100 元/吨，收跌于 21910 元/吨，结算价 21940 元/

吨；今日冶炼厂出货意愿一般，市场流通货源较多，报价品牌

也逐渐增多；今日贸易商出货意愿较高，因近日市场成交偏弱，

趁着锌价下跌多出点货。早间积极报价，多以贴水出货，或因

锌价较低，接货商逐渐增多，但下游消费仍旧偏弱，导致成交

量不大，多按需少采。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 宏观导读

 美国加息周期未“结束” 最早可能在 6月再次加息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意外转向是年初以来全球资产价格普遍上

涨的关键因素。美联储经历了持续九次加息之后，加息周期确

实已进入尾声。

 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下调 3个百分点

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

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 9%，确保主

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

 韩国遭雾霾侵袭

3 月 5 日，韩国继续遭雾霾侵袭，当天全国 12 个市道行政区

启动微尘应急减排措施。其中，首都圈和忠清道连续 5天启动

该项措施，为韩国实施相关制度以来的首次。

◆ 行业导读

 锌加工费继续上行 矿端宽松预期继续增强

截至 3月 1日，南方和外矿锌加工费继续上行，矿端宽松预期

继续增强。目前高位的加工费对炼厂生产有刺激作用，但下游

消费未有明显起色。

 伦锌库存持续下滑，沪锌库存节节攀升

LME 周一公布数据显示，伦锌库存持续走低，至 63750 吨，刷

新 2007 年 10 月 29 日以来的库存低位。上期所公布的数据显

示，沪锌库存六连涨，周度库存突破十一万关口，至 113175

吨，创下 2018 年 4 月 20 日以来的库存新高。

 瑞达期货：沪锌继续回调 关注 20 日均线支撑

3 月 5 日沪锌主力 1904 合约低开下滑，二连阴。期间主要受

美元指数延续涨势打压，因中美贸易乐观情绪持续。而现货上，

因增值税改革下调 3%，持货商挺价意愿明显转强，接货商表

现较为踌躇，市场成交氛围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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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21910

单位：元/吨

地 区 品 牌 牌 号 现 货 价 涨 跌 期货升贴水 升贴水涨跌

上海 双燕 0# 21930 -230 +20 -10

上海 秦锌 0# 21890 -200 -20 +20

广东 麒麟 0# 21870 -170 -40 +50

天津 紫金 0# 21980 -120 +70 +10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903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 21840-21940 元/吨，均价为 2189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200

元/吨。5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双燕 3+20；秦锌久隆 3+0；铜冠 3-50；豫光 3+0；宁波

铁峰 3+0；会泽 3+50；白银 3+50；yp3-30。昨夜期锌低开后再次大幅下跌，今日锌价低位震

荡运行，冶炼厂出货意愿偏弱，贸易商今日报价品牌较多，虽锌价下跌，但早间报价仍较为

积极，多以贴水 20 元/吨上下出货；或因今日锌价下跌较多，接货商逐渐都入市询价，按需

进行逢低采购补库，但下游市场消费仍旧偏弱，接货量不大，市场交投氛围较上一交易日稍

有缓和，今日市场整体成交尚可。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 21930-22030 元/吨，均价为 2198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20

元/吨。5日天津市场 0#锌锭升贴水：紫金 21980 元/吨，驰宏 3-50，红烨 4-70，百灵 3-10。

昨夜沪锌低开持续走低，今日低位震荡盘整。冶炼厂出货意愿一般，市场流通货源较多，贸

易商今日出货意愿尚可，早间报价多以贴水 40 元/吨上下出货，今日市场接货商较昨日稍多

一点，但因雾霾天气，天津市场也出现限产情况，整体接货量不大。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21870 21870 21880 21880 21860

涨跌 -170 -170 -170 -170 -170
地区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广东市场 0#锌锭价格 21820-21920 元/吨，均价为 2187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70

元/吨。5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 4-40~-20；铁峰 4-40~-20；蒙自 4-20~0；慈山 4-20；

丹霞 4-20；四环 1#4-120。锌价震荡下行，早间持货商试图挺价出货，贸易商对沪 4 月合约

贴水 20 附近出货为主，减税预期及月间价差不稳致市场持货商惜售操作略显谨慎，流通量有

所减少市场交投不理想；下游逢低补库，但整体成交不佳。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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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下游

镀锌

据我的有色网调查了解，目前镀锌板卷市场报价：上海市场 4500-6280 元/吨，博兴市场

4520-5270元/吨，天津市场4370-4690元/吨，广州市场4600-5400元/吨，厦门市场4530-4800

元/吨，宁波市场 4370-4630 元/吨，南京市场 4530-5190 元/吨。（采集数据价格标准为锌层

厚度 60-80g/㎡的市场主流镀锌板卷价格）；

今日各地区镀锌板卷市场价格以维稳为主。无锡地区：市场信心转弱，不乏有商家让利

走货；天津地区：反馈出货情况一般，刚性需求仍在释放。宏观面利好，但终端需求释放程

度有限，商家谨慎观望，综合考虑，预计短期镀锌价格货震荡运行。

氧化锌

我的有色网讯今日主流市场锌锭价格震荡下行，氧化锌价格跟随锌锭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20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今日国内氧化锌现货市场成交情况如下：江苏地区氧化

锌现货成交价 20270-20570 元/吨，均价 20420 元/吨，据某氧化锌生产厂家反馈出货一般，

贸易商出货一般下游逢低补库，市场交投氛围不畅，原料价格下行，但是间接法 99.7%氧化锌

市场主流报价区间为 20000-20300 元/吨，市场消费正在逐步恢复当中，成交一般。

上海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1270-21470 元/吨，均价 21370 元/吨，厂家多平稳生产，

随锌价震荡上行，氧化锌厂家向上调整价格，锌锭产 99.7%氧化锌含税出厂报价在 21400 吨附

近，但贸易商出货一般，下游陆续开工，整体成交略有好转。

山东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270-20470 元/吨，均价 20370 元/吨，氧化锌生产厂家小

幅上调价格，但也未能提振下游消费；一些厂家陆续开工；其中间接法锌渣产 99.7%氧化锌主

流含税出厂报价在 19800 元/吨附近，出货好转；纳米级氧化锌报价在 21000 左右，下游大部

分企业陆续开工，订单好转，采购较好，整体成交好转。

河北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170-20570 元/吨，均价 20370 元/吨，目前多数厂家开始

开工，间接法锌渣产 99.7%氧化锌含税报价在 18900-20500 元/吨附近，98%氧化锌不含税报价

多在 18400 元/吨附近，生产厂家出货略有好转，一些厂家陆续开工；贸易商出货随之增加，

受大气污染影响 3月份唐山地区陶瓷、橡胶企业限产 50%左右，下游接货意愿不佳，整体成交

一般。

广东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1270-21370 元/吨，均价 21320 元/吨。厂家多处于正常生产，

间接法锌渣产 99.7%氧化锌含税报价在 21240 元/吨附近，生产厂家正常开工，贸易商出货积

极，下游企业大部分企业逢低少采，整体成交一般。



4

中国锌市场报告

内容指导：王地 内容主编： 李文昌 王地 田悦 王新丰 彭宇伟 周琪 联系人：李文昌 021-26093261

2019 年 3 月 5 日 星期二 总第 941 期

锌合金

我的有色网讯今日国内锌合金现货市场成交情况如下：株洲热镀锌合金现货价

25190-25290 元/吨，均价 252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市场成交弱。上海 zamak-3 锌合金

现货 22790-22890 元/吨，均价 228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成交弱；上海 zamak-5 锌合金

现货价 23090-23190 元/吨，均价 231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成交弱；无锡 zamak-3 锌合

金现货 23290-23390 元/吨，均价 233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成交弱；宁波 zamak-5 锌合

金现货成交价 22990-23090 元/吨，均价 23040 元/吨，下跌 200 元/吨，成交弱。

今日各地区锌合金价格随锌锭下调 200 元/吨。上海地区：持货商挺价意愿强，下游积极

入市询价，但仍以刚需采购为主，成交一般；广东市场：市场货物流通量有所减少，下游少

有补库，总体成交未明显好转；天津地区：今日天津市场成交稍有好转，但整体采购货量仍

十分有限。目前市场观望情绪加重，预计明日锌合金价格或持续偏弱运行。

锌后市展望

今日期锌1904开盘22040最高22100最低21820收盘21910结算21940跌275成交406354

手。 5日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7.92；盈亏平衡比值 8.29；进口理论成本 22913.77；现货锌锭

进口亏损 1023.77 元/吨。锌价震荡下行，冶炼厂正常出货，贸易商出货报价积极；但市场氛

围较好于上一交易日，接货者逢低拿货，多数交投存于贸易商之间；其中粤市交投氛围偏淡，

成交不畅；津市整体成交一般；下游企业逢低少采，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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