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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要点
HIGHLIGHTS

本月观点概述
宏观方面，5 月份美国新增 250 万非农就业人口，大幅

好于预期，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反弹的预期。不过中美关系再

起波澜，不利于锌产品的出口。中国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数据表现一般，市场对于经济下行忧虑犹存。海外方面，前受

秘鲁、智利等主要矿产国封锁措施影响，国内锌矿供应偏紧，

加工费持续下行，为期价的反弹提供了较大动能。然而伴随着

疫情封锁的逐渐解除，供应端锌的支撑开始减弱。美元受到避

险需求提振上扬，受此消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锌价

受挫下行。

供给方面，国内矿山产能处在缓慢恢复之中，加工费环比

大 幅 下 调 ， 2020 年 5 月 国 产 加 工 费 环 比 上 月 下 调

800-1000 元/吨左右；冶炼厂开工率保持高位，2020 年 5 月

锌锭产量 40.02 万吨（环比增加 1.79 万吨），5 月冶炼厂产

能利用率为 81.49%，环比提高 3.63%。需求方面，2020 年

5 月镀锌板卷产能利用率均值为 65.8%，环比提高 2.8%。

现货方面，0#锌锭均价 5 月环比上涨 8.2%。预计沪锌主

力合约宽幅震荡为主，主要关注下游消费变化情况，及国内外

库存增减情况，运行区间为 16500-17500 元/吨。

行业新闻
 驰宏荣达矿业怡盛元铅锌矿矿超额完成 5 月生产任务

截至 5 月 25 日，驰宏荣达矿业怡盛元矿月出矿量超计划 20%，

在完成月度生产任务的基础上，还将之前受疫情影响所欠产量

追回，在产量、品位、安全、成本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云南金鼎锌业老姆井尾矿库建设项目工程稳步推进

截止 5 月 20 日，老姆井尾矿库项目完成 1#隧洞出口共掘进

373.0m，3#隧洞进口掘进 131m，完成库底清基出渣 47720m

³。

 湖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陈飞一行到株冶有色调研

5 月 26 日下午，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陈飞一行

调研株冶有色。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群策，湖

南有色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志顺，株冶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朗明，株冶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何献忠陪同调研。

国内锌锭价格走势图

国内锌锭现货库存图

国内锌精矿产量图

锌价冲高回落

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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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锌价回顾
2020 年 5 月沪锌主力合约 2007 开盘 16225 元/吨，最低 15980 元/吨，最高

17015 元/吨，收盘 16400 元/吨，涨 80 元/吨，结算 16510 元/吨，持仓 85600 手；

沪锌主力 5 月份虽受全球疫情影响，但国内控制较好，下游开工率较高，订单量增加，

需求加大，且矿端及冶炼方面供应仍紧缺，月初锌价延续上月涨势，整体大幅拉涨，临

近 17000 元/吨附近，但上涨乏力，后续利好无法延续，导致锌价月内区间内宽幅震荡

下行，临近月末，下游订单减少，需求减弱，锌价明显上涨动力不足，一度跌回 16000

元/吨附近，维持在区间 16000-17000 元/吨内宽幅震荡运行。LME 锌价开盘 1930 美

元/吨，最低 1893 美元/吨，最高 2053.5 美元/吨,收盘 1986.5 美元/吨。上海市场现货

0#锌锭均价运行区间 16490-17050 元/吨，月均价 16744 元/吨，较 4 月均价上涨 803

元/吨，涨幅为 5.04%。本月上海市场普通锌锭品牌因期价区间内宽幅震荡，整体震荡

区间较大，但整体较上一月回升幅度略大。5 月冶炼厂部分因供应紧张，陆续有所检修，

月初锌价涨幅偏大，炼厂出货情绪较高，且进口窗口持续打开，部分进口锌进入市场，

市场货源宽松，库存维稳；但本月下游订单仍略好，需求加大，拿货量有所增加，市场

库存逐渐减少，后续炼厂出货量减少，导致库存持续下降，去库明显，市场货源逐渐趋

紧；月内锌价区间宽幅震荡，导致下游企业拿货情绪减弱，均等锌价回落到低位入市按

需采购补库；临近月末下游订单量减少，厂内库存较高，对锌锭需求量减少，导致贸易

商开始下调升水报价，但整体成交仍不理想；因此锌价上涨动力不足，本月整体冲高震

荡下行，回落到低位。5 月份，市场成交情况逐渐由好转弱，整体成交一般。

图一 2018-2020 国内锌价走势对比图（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二、锌精矿市场
据我的有色网统计得知，2020 年 5 月国内锌精矿产量 19 万吨，环比上涨 8% 。

我的有色网调研全国主要 120 家矿山企业，2020 年锌精矿样本产量占全国的 50%左右。

从样本调研分省市来看，内蒙古自治区 5 月份 4.5 万金属吨；青海省 5 月份产量 0.96

万金属吨；甘肃省 5 月份产量 1.47 万金属吨；陕西省 5 月份产量 0.69 万金属吨；湖南

省 5 月份产量 1.62 万金属吨；广东省 5 月份产量 1.2 万金属吨；广西省 5 月份产量 1.2

万金属吨；云南省 5 月份产量 2.50 万金属吨；贵州省 5 月份产量 1.13 万金属吨；四川

省 5 月份产量 0.96 万金属吨。

分区域来看，华北地区样本内 14 家矿山企业已经正常生产，部分矿山产量未能稳

定，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样本以内华北地区有八家大型矿山安全有序复产，但精矿产量有

所下降，对华北地区精矿供应造成一定的影响。

西北地区矿山复产情况较好，尤其甘肃地区大部分铅锌矿山 10 号左右已安全有序

复产，陕西地区大部分矿山 3 月初已复工。

西部地区大部分铅锌矿山目前已正常开工青海锡铁山矿业，鸿鑫矿业正常生产，都

兰县多金属矿五月底正式开工，中联矿业目前正常生产。

华中地区矿山陆续复产，据我的有色网调研得知湖南部分大型国企矿山安全有序复

产 1/3 左右，精矿产量再度下降，停产企业数量再度增加。此外，由于疫情对矿山运输

的影响，部分矿山库存累计，精矿库存上升一般。

华南地区矿山复产相对较快，凡口铅锌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圆满完成 5 月份

安全生产目标，为全国“两会”创造安全祥和的环境，根据矿 4 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调

度例会工作安排，矿安委在 5 月 11 日至 31 日开展矿领导带队安全督查活动，由矿领

导田志刚、蔡文、陈卫东、吴湘华、姚彦翔、林振烈、阮喜清、郑伦 8 人分别带领部分

职能部室安委、安网成员组成 8 个安全督查组，三班倒不定期对生产单位（队、段、班

组）开展督查，要求督查期内完成责任区全覆盖检查。

西南地区大部分铅锌矿山已陆续复产，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

限公司正常开工主要供给自家冶炼厂；云南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常开工，一部分自

家冶炼厂用另外销售给周边地区；永善金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开工但未出售产品；云

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正常开工一部分自用另一部分外销。5 月底蒙自矿业选矿厂复产。

综合来看，大型矿山正常生产，由于 5 月锌价震荡偏强，期间但有些小型矿山迫于

亏损压力下停产，同样由于触及成本线，部分中型矿山只产不销，导致冶炼厂原材料库



存逐渐偏于紧张。我的有色网结合矿山产能利用率调研数据库，2020 年我国 5 月份锌

精矿受价格影响趁机检修产量小幅下降，铅锌冶炼厂采购原料会有所紧张，铅锌精矿加

工费预计或将会有所下调；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目前大部分矿山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5 月份锌精矿产量小幅上涨。

图二 2018-2020 年全国锌精矿产量（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近年来全球锌精矿供应结构从预期的紧平衡变成实际的供不应求，我国对锌精矿需

求资源需求也日益扩大，而国内供应难以满足市场相关需求，就需要从国外采购。中国

海关总署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4 月锌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较前月增加 50%，因

冶炼商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削减矿山供应之前囤积原材料。数据显示，中国 4 月锌矿砂

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460,647 吨，高于 3 月进口的 307,009 吨，且较上年同期增加 158%，

为 2017 年 1 月海关数据在线查询功能上线以来最高月度进口量。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

情扩散，全球范围内(包括主要供应国秘鲁)的锌矿山均较 3 月缩减运营。疫情严峻下秘

鲁、墨西哥等国矿山复工可能不及预期，预计 6 月份进口到港量保持偏低状态，同时国

内基建积极开工拉动下消费复苏好于预期，保税区库存连续下降，不过考虑到宏观不确

定性仍在。



图三 2017-2020 年国内进口锌精矿量图

2020 年 5 月 份 锌 精 矿 加 工 费 有 所 下 调 ， 南 方 地 区 锌 矿 加 工 费 主 流 成 交 于

5000-5200 元/ 吨，北方地区 5200-5400 元/吨，冶炼厂原料库存周期 10-15 天区

间。5 月份矿山恢复生产生产比较多，但市场流通量较少，部分矿山表示说产量会有下

滑，供货略显偏紧。进口加工费达到 130-170 美元/干吨左右，由于锌精矿的供应略显

偏紧，冶炼厂采购原料稍显困难，目前一般原料库存维持 10-15 天，以目前得加工费

来看，六月份锌精矿加工费会表现持稳。

图四 2018-2020 年 50%品位锌精矿国产及进口加工费走势图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三、精炼锌市场

3.1 国产精炼锌状况

据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数据显示，在国内 41 家重点锌冶炼企业（涉及锌冶炼产能 591

万吨）中，2020 年 5 月锌锭产量 40.02 万吨（环比增加 1.79 万吨），5 月冶炼厂产能

利用率为 81.49%，环比提高 3.63%。

我的有色预计 2020 年 6 月冶炼厂产能利用率在 79.89%左右。冶炼厂检修计划：

葫芦岛：5 月 28 号-6 月 4 号检修 ，影响产量 2500 吨；湖南三立：6 月 4 号开始检修，

持续一个月；兴安铜锌：6 月持续检修，7 月恢复生产，影响一个月产量；中金岭南：

7 月份预计检修 15-20 天，影响 6000 吨产量；赤峰中色：7 月预计检修一个月。

3.2 进口精炼锌状况

进口方面：2020 年 2 月中国进口锌 14.63 万吨，环比增加 34.48%.从进出口分项

数据来看，2 月进口国家前五分别是：澳大利亚（3.41 万吨）；西班牙（2.99 万吨）；

哈萨克斯坦（2.40 万吨）；韩国（1.93 万吨）；哈萨克斯坦（1.91 万吨）；俄罗斯（0.32

万吨）。

图五 2018~2020 年国内精炼锌进出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3.3 锌现货市场库存情况

据我的有色网统计，据我的有色网统计，2020 年 5 月末库存 21.06 万吨，较月

初减少 1 万吨。5 月份进入进口锌的进入，社会库存并未大幅减少。

上海市场月末库存 10.27 万吨，较周初减少 0.1 万吨。从上海来看，本月入库正常，

出库相对多。本月炼厂到货正常，加上进口锌冲击以及部分广东市场的到货，市面上货

源尚可，中旬出现垒库情况，下游整体消费尚可，库存消费下降。

广东市场月末库存 5.01 万吨，较月初减少 1.32 万吨。广东地区冶炼厂生产比较

正常，入库少出库多。广东地区收到疫情打击，锌合金厂都勉强维持生产，整体情况不

如去年，部分炼厂都不断转移货源，发货至华东或者华北地区，库存出现大幅下滑。

天津市场月末库存 6.33 万吨，较月初增加 0.34 万吨。天津地区入库多，出库少。

天津地区部分冶炼厂检修，但是进口锌 KZ、哈锌比较活跃，再加上广东地区部分锌锭

到货，市场上流通货源充足，而消费上没有大的转变，库存有所积累。

山东地区月末库存 0.991 万吨，较月初减少 0.05 万吨，山东地区到货正常，出货

正常，整体库存变化较小。

浙江地区月末库存 0.96 万吨，较月初增加 0.22 万吨。浙江地区的到货逐步正常，

但是宁波、温州受疫情影响，尤其锌合金的开工比较低，提货的很少，库存出现一定程

度积压。

江苏地区月末库存 0.58 万吨，较月初减少 0.1 万吨。江苏地区到货正常，出货较

多，整体库存小幅下降。

表一 2020 年 5 月锌锭市场现货库存表

地区 上海 广东 天津 山东 浙江 江苏 合计

2020-5-6 7.37 6.33 5.99 0.96 0.74 0.68 22.07

2020-5-8 7.18 6.36 6.28 0.96 0.93 0.69 22.4

2020-5-11 7.47 6.3 6.37 0.99 0.97 0.77 22.87

2020-5-15 6.85 6.01 6.56 1.05 0.84 0.7 22.01

2020-5-18 6.8 5.86 6.76 1.03 0.98 0.63 22.06

2020-5-22 6.87 5.57 6.63 0.95 0.91 0.65 21.58



2020-5-25 7.01 5.38 6.68 0.96 0.93 0.6 21.56

2020-5-29 7.27 5.01 6.33 0.91 0.96 0.58 21.06

较月初 -0.1 -1.32 0.34 -0.05 0.22 -0.1 -1.01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如图六所示，2020 年 5 月国内锌锭现货库存逐步下降，保税区库存整体也有小幅

回落。

图六 2018~2020 年锌锭市场现货库存与保税区库存对比图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3.4 精炼锌升贴水状况

上海市场，主流品牌对 5 月升水 80~170 元/吨。5 月份锌价出现回调，进口窗口

打开，有几万吨的进口锌流入，补充国内锌锭供应，也对锌价进行打压，中旬之后，升

水维持比较稳定的情况，日内升水变化比较大，市场整体成交较为一般，市场还是以长

单交易为主。

广东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上半月对沪 5 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贴水 10 元/吨至

升水 30 元/吨，广东地区合金企业受影响比较大，消费整体比较差，升水难拉，不少

企业选择转移货源，市场整体成交维持清淡。



天津市场，主流品牌对 5 月升水 220~380 元/吨，天津市场由于部分冶炼厂检修，

国产货源减少，虽然有部分进口锌流入，部分贸易商捂货不出，意图挺升水， 升水抬

得比较高，但是下游普遍畏高，接货意愿平平，市场整体出货情况一般。

图七 2020 年 5 月锌锭现货升贴水走势图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3.5 锌锭进出口盈亏

据我的有色网测算， 据我的有色网测算， 2020 月 5 月沪伦比值稳定在区间

（8.38,8.58），贸易商 CIF 升水报价月内比较稳定，在 80 美元/吨。如图八所示 3

月份进口亏损有所缩小，在月初得时候有所盈利，几口窗口打开，不少进口锌流入国内

市场。

图八 2018~2020 年锌现货进出口比值及盈亏走势图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四、锌下游市场

4.1 镀锌市场

2020 年 5 月份镀锌板市场的走势似乎给大家带来了一部分惊喜，不像 3、4 月份

那般市场情绪低迷，无论是钢厂或者是贸易商都有拉涨价格的意愿。上半月，五一节后

市场略有上涨，但是涨幅并不明显，且涨价过后有所回落。到 5 月中下旬以后，市场开

始出现大幅度上调的情况，尤其是在期货盘面上涨的同时，现货市场涨幅更是明显，且

此情况一直延续到 5 月底，部分市场镀锌涨幅超过 200 元/吨，彩涂板卷涨幅亦是如此。

具体价格而言，截至 5 月 29 日，国内镀锌板卷市场 1.0mm 均价为 4429 元/吨，周环

比上涨 4 元/吨，月环比上涨 187 元/吨，但是与去年同期 4470 元/吨相比仍有 341 元/

吨的价差。彩涂市场 0.476mm 均价为 5529 元/吨，与上周持平，月环比上涨 152 元/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相差 247 元/吨。5 月国内镀锌价格走势上涨幅度较大且速度较快，

国内价格的逐渐好转也使得镀锌出口国外的价格在低迷许久之后略有上扬。截至 5 月

底，热镀锌板卷中国出口价格 538 美元/吨，较 5 月初上涨 5 美元/吨。6 月份，如若国

内原料供应依旧偏紧，钢厂端成品材生产较少，价格很难出现大幅度回调，或依旧保持

稳中偏强走势。

图九 2017~2020 镀锌板社会库存（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4.1.1 产能利用率

2020 年 5 月据我网数据显示，从工厂生产情况了解，5 月底最新同口径样本镀锌

板卷企业产能利用率为 64.94%，较上月 65.57%下降 0.63%，较去年同期 71.48%下

降 6.54%。从样本企业的镀锌板卷产能利用率来看，都属于是近几年的低位水平。原料

价格的不断抬升，且螺纹钢、热卷等品种的盈利空间较大，因此长流程钢厂更多选择生

产利润空间大的产品，而加工企业也不愿扩大产量，毕竟市场的整体需求不像往年有明

显增加的情况。6 月份，不少钢厂有检修、限量的计划，照此来看，6 月份镀锌板卷的

产能利用率货将继续维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彩涂板卷而言，5 月份情况已有明显好转。

市场商家反馈，各地区的工程项目已基本开工，采购需求量也较前两月显著增加。截至

到 5 月底，彩涂板卷整体产能利用率为 65.89%，较上月增加 1.16%，较去年同期水平

略低 0.92%。从盈利水平来看，彩涂板卷的盈利情况是好于冷轧和镀锌板卷，无论是国

营钢厂或者是民营企业对彩涂的生产并没有减量太多，或存在山东部分钢厂因为环保设

备等问题，使得短期有停产的情况。

图十 2017~2020 镀锌板月度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4.1.2 产线开工率

2020 年 5 月，据我网调研数据显示，，在 130 家镀锌生产企业中，54 条产线停

产检修，整体开工率为 79.7%；产能利用率为 64.46%，多数复工以及库存持增共存。

目前热轧基料供应仍旧不及预期，加工企业生产周期额相对滞后，市场整体资源依旧偏



紧，因此挺价意愿相对较强。据了解目前市场高价资源下游接受度相对较弱，加之南方

多雨北方高温的局面还在延续，市场成交明显放缓，部分商家价格有小幅松动，刺激成

交。

4.1.3 原料锌锭方面

2020 年 5 月，对于涂镀生产企业，原料价格是成本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5 月份

锌锭均价为 17116 元/吨，较 4 月份价格 16854 元/吨上涨 262 元/吨。虽然锌锭价格

上涨，但是与去年同期 21588 元/吨相比，今年锌锭价格算是低值。对比图中镀锌和锌

锭价格走势，两者走势基本一致。

4.2 锌合金市场

2020 年 5 月，2020 年 5 月，，锌合金加工费继续下调 50-100 元/吨，有的炼厂

合金出厂价仅为 50-110 元/吨。5 月压铸锌合金企业开工率 37.6%，环比下跌 2 个百

分点，全国主流地区锌合金产量 5 月仍止不住颓势。分地区看，广东依旧表现最差，其

次是福建，浙江。福建地区非标锌渣做合金价格与锌锭价格持平，福建大厂锌合金送到

价也仅有 200 多元/吨加工费。浙江地区，宁波地区受炼厂合金冲击最为严重，5 月生

意继续走差，订单继续下滑，如若不是大厂新增产量并且降价促销开工率有可能下滑更

加严重。而利润情况非常堪忧，账期客户很难收账，而现金付款客户因为市场价格竞争

很难守住。库存方面，广东、浙江地区库存仍有积累。福建地区，龙头锌合金企业也好，

中小锌合金生产企业，基本处于亏损保本线游离状态。订单同比下降超过 13%，呈现

与去年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锌价未因锌合金的弱势而带动下跌，其他锌消费领域总体

保持稳定。锌价的盘整，合金生产企业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没有订单，加工费如果继续

下降已经如企业 4 月底预期般产生较大面积的亏损。如果进入 6 月锌价下跌，库存跌价

损失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下游消费 6 月料暂时无法恢复消费，更别提全面恢复。疫

情的反复还将继续，出口订单依旧受阻，锌合金企业面临一轮新的洗牌。不光是炼厂与

消费地加工厂的博弈，也包括炼厂之间合金的竞争。云南地区的锌合金生产也因为湖南

地区的量产和降价影响了销路，产量下滑明显。目前，河北、湖南地区大厂锌合金加工

费保持较低水平，普通型号热镀合金价格依旧比精炼锌高 50 元-100 元。不过，相对压

铸合金，热镀锌合金 5 月的消费明显改善，河北地区厂家出货增加，产量上升，薄利多

销还是能够比压铸锌合金企业多一些利润空间。综合来看，6 月整个锌合金行业依旧步

履维艰。锌合金价格仍然不能匹配消费，消费继续呈现弱势，预计 6 月锌合金产量及开

工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加工费维持低位 300 元/吨。



图 十 一 2018-2020 年 锌 合 金 企 业 开 工 率 （ % ） 对 比 图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4.3 氧化锌市场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五月份氧化锌报价随原材料锌锭价格波动

有所上调，从市场价格来看，江苏地区氧化锌均价为 15538 元/吨，较上个月涨 1.8%，

上海地区氧化锌均价为 16393 元/吨，较上个月张 1.31%；山东地区氧化锌价格为 15293

元/吨，较上个月涨 0.97%；河北地区氧化锌价格为 15473 元/吨，较上个月涨 1.58%；

广东地区氧化锌均价为 16473 元/吨，较上个月涨 1.92%。整体较上月小幅上涨，但波

动幅度较小，氧化锌报价以厂内具体情况为主。5 月份，锌锭原材料方面持续震运行，

中途有两轮大幅的上涨，但价格又迅速回落，涨跌基本持平。由于锌锭消费量较大，厂

家长单采购，库存里的原材料成本相对较低，氧化锌也延续原材料的趋势价格调整保持

平稳趋势。据我的有色网了解，4 月份全国主流地区氧化锌市场整体成交尚可，山东地

区锌锭产间接法 99.7%氧化锌含税出厂主流报价在 14800-15500 元/吨。河北地区报

价与此报价无太大偏差，但实际成交价格可能会更低，主要是国内市场相对产能过剩，

供过于求，多数氧化锌厂开工率保持在低水平。受原材料锌锭价格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下游议价情绪严重，高位成交者甚少，贸易商以询价为主，贸易商之间交投甚少。

氧化锌原料方面：本月开盘以来锌锭价格从 16500 元/吨左右的价格至月末一直保

持在同一水平，5 月上旬和下旬都有上调，但未能保持涨势，后期又下调至原位。在锌



锭现货库存降了近 1 万吨，多数厂家寻找锌渣锌灰资源，供货方面较为紧张，报价系数

较高的情况下，厂家购买意愿不强，转而采购锌锭。由于上游原料价格走势平缓，同时

下游市场清淡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氧化锌处于缓慢上行的态势，间接法锌锭产 997 橡

胶级氧化锌订单量几近减半，且交易方式基本都存在 3-6 个月账期，实际交投价格都降

至较低的价位。品质好的 0 号锌锭产医药级和电子级 997 氧化锌也有报 15800-16500

元/吨，因为不同品牌的锌锭产出的氧化锌价格不同，在产品品质也有一定的差异，以

上价格供参考为主。产量方面，据我的有色网从样本企业了解到，本月氧化锌产量较上

月相比变化幅度不大，大厂基本正常投产，无新增订单和客户。然而多数中小厂家生意

冷清，甚至有停产关闭的情况。目前市场份额正处于集中化的趋势。面对当前上游原料

的供货和报价都使得氧化锌厂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的情况，考虑到氧化锌行业本身就是

无序竞争，我的有色网认为短期氧化锌价格较为乐观，进步一上升的可能性扔存在，价

格也可能更混乱。

氧化锌下游方面：本月半钢胎样本企业开工率为 60.34%，环比下跌 1.71%，同比

下跌 6.29%。国内一线及合资品牌样本企业开工维持高位，山东地区半钢企业整体维持

偏低水平，且个别工厂安排检修，拖拽整体样本开工走低。厂家出货方面，本月期内销

市场出货缓慢，正值月初，经销商补货积极性欠佳，观望居多。外销市场多处交货期，

东南亚等地区出货较好，而欧洲地区出货仍存阻力。短期来看，厂家四季胎库存压力较

大，据闻为缓解四季胎库存压力，个别厂家雪地胎已陆续排产，外销订单优先。

全钢胎样本企业开工率为 70.48%，环比下跌 0.61%，同比上涨 0.11%。全钢胎开

工小幅下调，主要原因是为控制库存压力，山东东营地区个别工厂适当降低排产，对整

体样本开工形成拖拽。厂家出货方面，内销市场出货一般，外销询盘逐渐增多，出货较

前期明显好转，部分厂家表示外销销量恢复五成左右，主要出口地为东南亚、中东及非

洲地区。库存方面，目前多数厂家整体库存高位，个别规模较小且以经济胎为主的厂家

库存偏低，部分规格处于缺货状态。

综上所述，当前氧化锌厂原料价格偏高，厂家利润空间小，氧化锌厂家对原料锌锭

走势持观望状态，仍寄希望于锌价回调或等待锌价跌幅加深后再做调整。后市来看沪锌

价格震荡运行，必将加重氧化锌厂家观望状态，短期氧化锌对外报价预计仍维持平稳。



图十二 2018-2020 年氧化锌企业开工率（%）对比图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五.终端需求情况

5.1 国内汽车产销量情况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5 月，汽车产销形势持续向好，分别达到 218.7

万辆和 219.4 万辆，环比增长 4%和 5.9%，同比增长 18.2%和 14.5%，同比增速明显

高于上月。

从产销量同比看，5 月汽车产销呈现两位数增长，增幅比上个月分别扩大 15.9 和

10.1 个百分点。5 月，国内抗击疫情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加快实现复工复产复市，稳岗

就业扎实推进，同时伴随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拉动，消费信心得到提升，

部分消费者被抑制的需求也加快释放，汽车市场逐步恢复。从产销量同比看，当月汽车

产销呈现两位数增长。

从具体的运行情况看，其中乘用车产销增速由负转正，SUV 产销继续保持正增长，

交叉型乘用车受就业拉动呈现大幅增长。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 万辆和 167.4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5%和 8.9%，同比分别增长 11.2%和 7%，增速已由负转正。从

当月分车型销量情况看，SUV、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均呈现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交叉型

乘用车，同比增长 47%。



图十三 2017~2020 国内汽车行业产销统计图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2. 房地产行业

（1）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

1—4 月份，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18444 亿元，同比下降 3.1%，降幅比 1—3

月份收窄 3.0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 6418 亿元，下降 10.6%，降幅收窄 8.1 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投资 7342 亿元，增长 3.7%，1—3 月份为下降 0.8%；东北地区投资 900

亿元，下降 1.6%，降幅收窄 12.4 个百分点。

1—4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4056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5%，增

速比 1—3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21043 万平方米，增长 3.8%。

房屋新开工面积 47768 万平方米，下降 18.4%，降幅收窄 8.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新开工面积 35248 万平方米，下降 18.7%。房屋竣工面积 19286 万平方米，下降 14.5%，

降幅收窄 1.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13709 万平方米，下降 14.5%。

1—4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315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2.0%，降

幅比 1—3 月份收窄 10.6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1699 亿元，增长 6.9%，1—3 月份

为下降 18.1%。。

（2）商品房销售和待售情况

1—4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3397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3%，降幅比 1—3 月

份收窄 7.0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8.7%，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 32.0%，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29.1%。商品房销售额 31863 亿元，下降 18.6%，降幅比

1—3 月份收窄 6.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16.5%，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37.5%，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 34.5%。

1—4 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1376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7.5%，降幅比

1—3 月份收窄 6.8 个百分点；销售额 17629 亿元，下降 16.1%，降幅收窄 4.8 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8982 万平方米，下降 24.1%，降幅收窄 8.7 个百分点；

销售额 6114 亿元，下降 26.6%，降幅收窄 9.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10085 万平方米，下降 16.2%，降幅收窄 5.7 个百分点；销售额 7155 亿元，下降 16.3%，

降幅收窄 5.8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1144 万平方米，下降 25.3%，降幅

收窄 7.5 个百分点；销售额 965 亿元，下降 21.5%，降幅收窄 6.9 个百分点。

4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2255 万平方米，比 3 月末减少 472 万平方米。其中，

住宅待售面积减少 453 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减少 7 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

售面积减少 17 万平方米。

图十四 2017~2020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对比图（%）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5.3 家电行业

2020 年 3 月份线上洗衣机市场呈现回暖态势，根据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线上

洗衣机市场零售量 143 万台、零售额 18 亿元，分别同比下滑 3.1%和 9.6%，至此，一

季度线上洗衣机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同比下滑 2.0%和 7.7%。3 月零售均价同比下降



6.3%，监测数据显示，线上除单双缸外，各类型洗衣机均价在 3 月均出现大幅下滑，

其中洗烘一体价格同比下降 7.0%。

3 月线上冰箱市场显著复苏。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冰箱线上市场零售量为 120

万台，同比增长 10.6%，零售额为 22 亿元，同比增长 8.7%。线上市场需求复苏后，

细分市场内的价格战仍然持续，两三门价格竞争尤为激烈，带动低端单两门结构显著增

长，十字、对开等环比有显著回落。但线上市场的产品配置需求仍然在向着风冷、大容

积的方向前进，TOP10 机型中，高性价比的大容积对开占据半数席位。

3 月空调开盘季，相比去年的高基数严重下滑，零售量近乎腰斩。根据数据显示，

3 月份空调电商整体市场零售量规模为 124.2 万台，同比下降 43.6%，零售额规模为

29.6 亿元，同比下降 58.0%，行业均价为 2393 元，同比下降 24.6%。产品结构方面，

变频挂机产品零售额占比提升至 60.5%，环比增长 4.6%。品牌方面，本月 TOP2 品牌

市场集中度为 70.4%，同比提升 7.2%。

图十五 2017~2020 全国家电产量增速图（%）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



六、后市展望
综合而言， 5 月份国内目前现货市场升水持续下调，下游企业拿货情绪不高，订

单量减少，每日维持刚需采购；但炼厂供应目前无明显改善，供应稍紧导致部分炼厂检

修，市场现货库存持续减少，期货库存和 lme 锌库存近两周亦持续下降；又因国家政

策对大宗商品有所利好，预计锌价短期下跌空间不大，但海外疫情仍影响较大，导致锌

价近期在区间性震荡，上个月维持在 16000-16500 区间震荡，本月突破 16500，预计

短期维持在 16500-17000 区间内宽幅震荡运行；后期预计会受海外消费回暖锌价有所

突破。最终会以一波大幅度拉涨结束锌价反弹趋势。回归供应过剩，消费转弱。另外需

要注意美国经济状况，之前美国大量发行债券，且美元较坚挺，要注意后续是否会引发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整个市场崩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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