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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观点概述

1 月美元震荡偏弱，锌价企稳反弹，市场成交趋于清淡。适

逢春节长假，下游冶炼厂多数关停放假，市场需求疲软，整体成

交较差，现货库存稳步增加。冶炼厂原料库存偏紧，安排春节前

后减产检修，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锌锭产量环比减少 6.5%。总

体而言，1月市场供需两淡，锌价主要受宏观因素主导，涨跌幅

度较大，预计 2月锌价震荡偏强，市场普遍看多行情。

◆行业动态

 统计局：2016 年 12 月锌产量同比增加 10.3%至 535,000 吨，

2016 年全年锌产量同比增加 2.0%至 627 万吨。

 WBMS：2016 年 1-11 月全球锌市供应短缺 19 万吨，2015 年全

年为过剩 10 万吨。LME 锌库存 11 月减少 0.88 万吨，月底库

存较 2015 年底低 2.1 万吨。LME 库存相当于全球锌库存总量

的 44%左右。中国锌需求较去年同期增加 3.4%。2016 年 1-11

月全球精炼锌产量同比下滑 2.5%，消费量同比持平。日本需

求为 44.7 万吨，较 2015 年前 11 个月增加 2%。2016 年 1-11

月全球精炼锌需求较去年同期减少 0.4 万吨。中国锌表观需

求为 613.7 万吨，占全球需求总量的 48%以上。2016 年 11

月，全球扁锌锭产量为 118.82 万吨，消费量为 121.32 万吨。

◆行业新闻

 嘉能可锌产量跌两成四

嘉能可（Glencore）公布2016年全年度生产报告，公司称全年产

量符合预期，其中锌产量缩减。自有资源的锌产量为109.41万吨，

按年降低24%，主要由于2015年10月公司公布产量削减所致，尤

其澳洲及秘鲁减产最多。嘉能可又公布，Zhairem（Kazzinc）项

目提升超过6000万吨高于4%锌含量的矿石储量。

 宏达股份2016年度业绩预增153.36%-229.37%

宏达股份披露2016年度业绩预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

司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00万元至

13,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53.36%到229.37%。

 罗平锌电2016年度盈利预增278%至306%

罗平锌电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6年1-12月份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700万至7200万元，同比增长277.91%至

306.11%，对公司股价构成特大利好，有色冶炼加工行业平均净

利润增长率为-0.65%，公司本季度净利润环比上季度下降17.97%

至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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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锌价回顾

图一 国内锌价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2017年1月沪锌企稳反弹，沪锌主力1703合约最低20680元/吨，最高23425元/吨，涨

2160。现货市场0#主流报价区间在21110-22850元/吨，月均价22190元/吨，较12月月均价上

涨50元/吨，涨幅0.23%。整体看来，受宏观利多因素影响，1月沪锌震荡偏强，现货跟涨，适

逢春节小长假，多数冶炼厂安排春节检修减产，终端客户陆续放假，市场需求疲软，供需两

淡，成交较为差，现货库存稳步增加。 2月虽然处于消费淡季，但冶炼厂受锌矿供应紧缺的

影响，锌锭产量下滑，供应减少，下游用锌企业陆续复产，预计订单需求复苏，消费转好，

综合看来一季度锌价利多，谨防高位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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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锌精矿市场

2016年12月中国进口锌精矿总达20万吨，当月同比大幅减13.39%，环比减少21.44%；

2016年中国全年累计进口锌精矿达200.7万吨，同比下滑38.1%。今年进口矿价格一直处于倒

挂状态，进口量处于低水平，预估2017年国外矿山复产较多，进口矿量小幅上升。2016年进

扣倒挂高时达到2000多元/吨，低时达700元/吨左右，2017年整体依然处于倒挂现象，虽矿山

有所复产，但国外锌冶炼厂扩产增加，矿需求也有所增加，对中国进口矿具有一定冲击，预

计2017年锌精矿进口依然较为严峻。

图二 2013-2016 年锌精矿进口及同比

资料来源：有色协会 钢联数据

2016年11月份国内锌精矿产量达到40.31万吨，同比上升5.92%，2016年1-11月中国锌精

矿产量累计425.3万吨，同比下降1.38%。由于今年环保加严，上半年锌矿复产不明显，且复

产有一定周期性，下半年矿山扩产明显。预计2016年全年锌精矿产量在466万吨，同比增长

3.2%。

图三 2013-2016 年全国锌精矿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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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有色协会 钢联数据

2016 年，国内锌矿加工费迅速下滑，国产锌精矿加工费由年初 5500 元/吨下滑至 4000 元

/吨左右；进口 TC 由 200 美元/吨下滑至 40 美元/吨，显示了国内锌精矿供应短缺较为严重，

港口库存持续下降。今年的进口矿一直处于倒挂的状态，冶炼厂更愿意选择国产矿，进口加

工费较国产加工费一直处于倒挂的想象。

图四 2013-2016 年 50%锌精矿国产及进口加工费

资料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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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炼锌市场

3.1.国产精炼锌状况

图五 国内精炼锌产量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2月我国精炼锌产量53.10万吨，同比增加

9.33%，环比减少5.52%，1-12月累计产量627万吨，累计同比增加1.19%。今年下半年以来锌

价强势上涨，冶炼厂加大生产力度，多数满负荷开工，据我的有色网调研，12月国内重点锌

锭冶炼企业（31家）开工率均值75.61%，较11月下降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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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进口精炼锌状况

图六 国内精炼锌进出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进口方面：2016年12月中国进口锌3.59万吨，其中精炼锌2.35万吨，进口精炼锌环比减

少7.62%；1-12月进口锌累计55.03万吨，较2015年锌进口量减少20%。12月沪伦比值震荡区间

（7.68,8.45），美元强势上涨，进口亏损，锌锭进口不合适。2016年全年进口锌亏损较多，

进口量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国内进入传统淡季，需求减少，随之削减进口也属正常。12月

主要进口国家有韩国，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朝鲜，日本。从海关数据看，12月从韩国，

澳大利亚进口锌有所增加，增量不大。朝鲜，日本锌进口数量减少。

出口方面：2016年12月中国出口锌0.58万吨，环比增加7.02%。年底锌锭下游需求进入淡

季，国内现货充裕，加之人民币贬值厉害，利好贸易出口，锌锭出口量较上月小幅增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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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现货锌市场库存情况

图七 12 月现货锌锭市场库存表

日期 上海 广东 天津 山东 宁波 总计

2017/1/3 6.97 9.93 1.9 0.45 0.53 19.78

2017/1/9 7.45 9.44 2.16 0.36 0.56 19.97

2017/1/16 8.58 8.96 2.63 0.38 0.58 21.13

2017/1/23 8.83 9.69 3.43 0.45 0.72 23.12

2017/2/3 11.06 10.49 3.8 0.67 1.05 27.07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图八 现货锌锭市场库存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截止 2月 23 日，据我的有色网统计，本周全国锌锭总库存 23.12 万吨，较上周一大幅增

加 1.99 万吨。春节假期临近，下游陆续放假，市场需求清淡，库存大幅上升。

上海地区锌锭库存为 8.83 万吨，增加 0.25 万吨。年底下游企业陆续放假，锌锭需求清

淡，即使持货商大幅下调升贴水报价，成交依旧寥寥。锌价高位震荡，冶炼厂长单供货正常，

点价几无成交，市场库存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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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锌锭库存 9.69 万吨，大幅增加 0.73 万吨。广东地区锌锭库存止降反增，本周

锌价震荡偏强，冶炼厂正常出货，广东入库增加；下游方面，春节假期临近，厂商采购需求

低迷，备库量不及往年，目前锌合金厂原料库存周期普遍在 1-2 周。

天津地区的锌锭库存为 3.43 万吨，较上周大幅增加 0.8 万吨。岁末年终，下游锌锭需求

客户陆续放假，需求清淡，贸易商正常出货，成交寥寥。

山东地区的锌锭库存为 0.45 万吨，增加了 0.07 万吨。市场消费淡季，采购偏少，库存

持续增加。

宁波地区锌锭库存 0.72 万吨，较上周增加 0.14 万吨。节前市场需求清淡，锌锭库存增

加。

3.4.精炼锌升贴水状况

1月份，上海市场0#锌锭现货充裕，贸易商升水报价不断下调，整体出货情况较差。国产

普通品牌对沪锌主力由升水180元/吨跌至贴水100元/吨，基差变化较大，大户高贴水囤货，

待年后交长单。1月冶炼厂安排检修减产，锌锭产量下降，预计节后升水将稳步上抬。

广东市场0#锌锭主流品牌对沪主力合约报价贴水110元/吨至贴水70元/吨，锌合金市场消

费持续低迷，广东市场出货较弱，升贴水报价变化不大，沪粤两地价差缩小至正常水平，冶

炼厂恢复广东地区锌锭供应，库存缓慢增加。

图九 2016年锌锭现货市场升贴水报价

日期 上海 广东 天津

2017/1/3 2+180 3-130 2+90

2017/1/4 2+180 2-80 2+280

2017/1/5 2+170 2-100 2+240

2017/1/6 2+170 2-80 2+170

2017/1/9 2+140 2-70 2+150

2017/1/10 2+70 2-80 2+70

2017/1/11 2+20 2-90 2+110

2017/1/12 2+10 2-80 2+120

2017/1/13 2-10 2-80 2-50

2017/1/16 3-100 2-80 3-160

2017/1/17 3-40 2-80 3-90

2017/1/18 3-40 3-110 3-70

2017/1/19 3+0 3-110 3-60

2017/1/20 3+0 3-100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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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3 3-20 3-100 3+70

2017/1/24 3-40 3-100 3+70

2017/1/25 3-60 3-100 3+70

3.5 锌锭进出口盈亏

图十 锌现货进出口比值及盈亏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海关统计局

据我的有色网测算，沪伦比值在区间（7.68,8.45）震荡，进口亏损维持在900元/吨左右。

年底部分进口长单终结，保税区库持续增加，截止12月底，上海保税区锌锭库存增至12.73万

吨，库存缓慢增加。进口亏损，现货市场进口锌几无报价，少数持货商挺价意愿明显，报价

高于国产锌锭，市场成交较为清淡。



中国锌市场月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016 年 12 月

四、锌下游市场

4.1 镀锌市场

一月份国内钢市稳中震荡，镀锌板卷价格微幅上涨，春节因素导致月底相对乏力。数

据统计，1月26日国内镀锌板卷1.0mm均价较12月底上涨1元/吨至4877元/吨。整体了解，1月

市场节日气氛相对较浓，商家及下游放假较早，无疑对成交形成一定抑制。目前看，原料价

格随着库存的增加而出现一定回落，但前期成本与现货成本仍有一定倒挂，因此短期内抛货

压力或将有所提升。就目前看，涂镀加工企业所面临的难题在于资金的压力相对较大，普遍

库存累积量达到1个半月，节后操作主要以回笼资金以筹备3月订货款。出口方面，海外市场

因内外价格差太大，而出现搁置，短期内出口仍难放量，这将对整体成交影响较大。行业利

润方面，镀锌板卷工厂利润平均水平将在300元/吨左右，但环比略有下降，这与钢厂成本抬

升有较大关系。节后预计镀锌市场行情继续高位盘整运行。

4.1.1、产能利用率

图十一 镀锌板卷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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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据悉，Mysteel样本企业调研数据显示，1月份国内镀锌板卷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65.81%，环比下降6.9%，同比下降15.09%。看得出，一方面，春节因素导致多数工厂相对停

工；另一方面，订单相对不足，原材料受供给侧调整收紧而出现减少，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

4.1.2、产线开工率

据 Mysteel 调研，国内镀锌生产企业开工率水平大幅下滑，1月下旬整体停产检修产线

有 150 条，较上月增加 127 条，数据显示，整体开工率保持在 43.89%，区域基本都大范围停

产或检修，当然而言，主要仍集中在华东、华北等地区。春节因素所致，全国范围企业停产

3-7 天居多，因此，产线开工率率明显下降也属正常。预计，伴随订单不断释放，2月份开工

率将明显回暖。

4.1.3、镀锌板卷产量

图十二 国内镀层板产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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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我的钢铁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基于产能利用率、开工率相对下滑的情况下，国内区域镀锌卷板产量迎来春节效应。据

Mysteeel 调研预估，1 月份国内镀层板产量大约为 395.9 万吨，环比下降 16.3%，同比下降

3.39%。其中，华东区域工厂产量占比 37%；华北区域工厂产量占比 39%。

4.1.4、锌锭原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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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镀锌生产企业订单相对回落，加之春节期间停产检修产线增加，锌锭等原材料采购

较为消极，不过，1月锌锭价格整体大幅回暖 1500 元/吨，镀锌企业中下旬有所备货，但较正

常采购量仍不足。据调研，当前多数中等规模企业锌锭月采购量在 180-300 吨之间，本月采

购次数为 3次左右。数据调研统计，1月国内镀锌板卷生产企业锌锭消耗量 8.02 万吨，环比

下降 1.74 万吨。

从镀锌工厂锌锭库存情况来看，1月上旬库存量相对正常，但中下旬伴随春节因素生产有

所放缓，企业库存消化能力不足，因此，镀锌企业锌锭原材料相对增加。目前而言，多数中

小企业生产库存仅维持在 60-80 吨之间，满足 2星期左右生产。节后来看，企业生产有所释

放，部分生产企业以消化库存为主，待需求释放，2月中下旬采购量会得到增加。

整体而言，春节后正月时间，镀锌企业生产将处于陆续复苏阶段，但节后镀锌价格仍难

走出明显单边上涨行情，少数企业复产将面临订单压力。因此，预计 2 月份锌锭消费量将出

现温和增长态势。

4.2.锌合金市场

图十三 2014-2016 锌合金企业开工(%)对比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进入 1月以来，锌合金的价格延续涨势。上海地区，zamak-3 号锌合金报 22060-23820，

zamak-5 号锌合金报 22360-24120。无锡地区，zamak-3 号锌合金报 22560-24320，宁波地区，

zamak-5 号锌合金报 22260-2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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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氧化锌市场

图十四 2014-2016 氧化锌企业开工(%)对比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2016年12月份氧化锌开工率为58.88%，环比下降2.35%，同比增长7.05%.2017年1月，由

于春节假期的到来，市场供需两淡。锌渣和锌灰方面，上游原料厂家多停止出货，氧化锌厂

前期原料采购基本完成。氧化锌厂大都只处理既有的订单，并以备货为主。下游方面，国内

半钢胎轮胎企业停产放假，开工环比下降明显。整体而言，1月春节前后氧化锌价格以维持稳

定为主。另外，鉴于最新公布的12月份汽车产销数据再创历史新高，且该增长态势有望在2017

年得到延续，或将再度提振轮胎用氧化锌需求。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海关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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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终端需求情况

5.1.国内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图十五 国内汽车行业产销统计

数据来源：中汽协会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6年12月，汽车产销延续了增长态势，产销量双双超

过30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2016年，汽车产销双双超过2800万辆，增幅比上年较快提升。

12月，汽车生产306.28万辆，环比增长1.73%，同比增长15.04%；销售305.73万辆，环比

增长4.04%，同比增长9.47%。其中：乘用车生产264.40万辆，环比增长0.23%，同比增长13.60%；

销售267.23万辆，环比增长3.17%，同比增长9.09%。商用车生产41.87万辆，环比增长12.38%，

同比增长25.07%；销售38.51万辆，环比增长10.50%，同比增长12.14%。

2016年，汽车产销2811.88万辆和2802.82万辆，同比增长14.46%和13.65%，增幅比上年提升

11.21个百分点和8.97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产销2442.07万辆和2437.69万辆，同比增长

15.50%和14.93%；商用车产销369.81万辆和365.13万辆，同比增长8.01%和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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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房地产行业

图十七 全国房地产销量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国家统计局

201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2581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7.5%），增速比1-11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68704亿元，增长6.4%，增速

提高0.4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0%。

2016年，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56233亿元，比上年增长5.6%，增速比1-11月份提高0.4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23286亿元，增长10.7%，增速提高0.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23061

亿元，增长6.2%，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

2016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75897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2%，增速比1-11

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21310万平方米，增长1.9%。房屋新开工面积

166928万平方米，增长8.1%，增速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15911万平方米，

增长8.7%。房屋竣工面积106128万平方米，增长6.1%，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

工面积77185万平方米，增长4.6%。

2016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2202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3.4%，降幅比1-11月

份收窄0.9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9129亿元，增长19.8%，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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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市展望

综上所述，年末资金回笼，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大宗商品风险增加，投资者较为谨慎。

本月锌价高位震荡整理，市场现货偏紧，持货惜售挺价，整体成交尚可。锌矿紧缺，多数冶

炼厂计划 1 月减产，如株冶，汉中锌业，四川宏达，内蒙古兴安铜锌，安徽铜冠，罗平锌电

等，预计 1 月锌锭产量减少 3-4 万吨，支撑锌价反弹。受环保因素影响，下游镀锌开工下滑，

北方市场需求明显减弱，加上消费淡季，市场需求不振，现货成交较为清淡。预计 2月份锌

价继续企稳反弹，市场普遍看涨，建议做好止盈止损。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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