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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春节垒库较多

锌价偏弱震荡

铅锌价格走势图

锌现货库存图

锌精矿产量统计

◆ 本月观点概述

宏观方面，2019年 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 49.2，低于1月的49.5。

2 月 CPI 同比为 1.5%，上期值为 1.7%。2 月社会融资规模为 7030

亿元，预测值 13000 亿，上期值 46400 亿。具体价格表现，内外

盘表现有所差异，2月沪锌主力环比下跌 2.9%，LME 期锌价格环

比上涨 0.1%。外盘由于 LME 期货库存持续下降对价格有支撑，国

内这轮下跌主要原因在于春节期间下游需求整体偏弱，锌锭市场

整体交投较少。供需方面，海外增量稳步释放，原材料供应改善；

加工费持续上涨，2月国产加工费在 6400 左右，同比上涨 88%，

达到历史的高位；另外下游消费依然偏弱。预计沪锌主力合约

1904 运行区间在 21200-23000 元/吨。

◆宏观动态

 1 月制造业 PMI 止跌回升 生产扩张增速加快

1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49.5，在连续四个月回落后比上月微升 0.1 个百分点。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双方一致认为，建立有效的双向实施机制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

协商一致的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双方已就实施机制的框架和基本

要点达成了原则共识，将继续细化。

 出口遇冷威胁经济 多国酝酿刺激措施

主要经济体公布最新的贸易和工业产业数据，显示出口形势面临

下行压力，这已导致日本、德国、美国等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对此，这些国家酝酿调整或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政策。

◆行业新闻

 银漫矿难导致铅精矿供给受限

银漫矿业为内蒙古大型铅矿山，年产铅精矿约 1.5 万金属吨，

约占全国铅精矿总产量 200 万金属吨的 0.75，虽对全国产量影

响极为有限，但不应忽视其扩散效应。特别是内蒙古安全大清查

整顿已正式开始，这将进一步压缩全国铅精矿产能。

 澳大利亚暴雨阻断铅锌精矿铁路运输

据路透报道，有分析师周三表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洪水将阻

断该地区锌精矿向汤森威尔港的铁路运输，且运输中断可能至少

持续一个月。

 云南罗平锌电子公司宏泰矿业下属砂岩铅锌矿复产的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宏泰矿业下属 普定县鸡场坡乡砂岩铅锌矿复产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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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目录
一、锌价回顾...............................................................................................................................................................3

二、锌精矿市场...........................................................................................................................................................4

三、精炼锌市场...........................................................................................................................................................7

3.1.国产精炼锌状况.............................................................................................................................................7

3.2.进口精炼锌状况.............................................................................................................................................8

3.3.现货锌市场库存情况.....................................................................................................................................9

3.4.精炼锌升贴水状况.........................................................................................................................................9

3.5锌锭进出口盈亏...........................................................................................................................................10

四、锌下游市场.........................................................................................................................................................12

4.1镀锌市场.......................................................................................................................................................12

4.1.1、产能利用率...................................................................................................................................12

4.1.2、产线开工率...................................................................................................................................13

4.1.3、镀锌板卷产量...............................................................................................................................13

4.1.4、锌锭原料方面...............................................................................................................................14

4.2.锌合金市场...................................................................................................................................................14

4.3.氧化锌市场...................................................................................................................................................16

五.终端需求情况........................................................................................................................................................16

5.1.国内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17

5.2.房地产行业...................................................................................................................................................18

图十七 2016~2019 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 18

5.3家电行业.......................................................................................................................................................18

图十八 2016~2019 全国家电产量增速................................................................................................... 20

六、后市展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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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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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沪锌主力合约 1904 开盘 21900 元/吨，最低 21005 元/吨，最高 22180 元/吨，

收盘 21745 元/吨，本月沪锌月初延续上涨，春节假期后沪锌低开大幅下跌，多因春节垒库所

致，随后低位偏强震荡运行。LME 锌价最低 2575.5 美元/吨，最高 2810 美元/吨。上海市场现

货 0#锌锭均价运行区间 21370-22330 元/吨，月均价 21830 元/吨，较 1 月均价上涨 116 元/

吨，涨幅为 0.53%。本月上海市场普通锌锭品牌因期价延续上涨，锌价涨到高位 22330 元/吨，

但进入春节假期后，市场库存大幅增加，且伦锌价格大幅下跌，导致节后锌价低开大幅下跌

至 21370 元/吨；随后锌价低位震荡运行，价格无大幅调整。2月冶炼厂仍正常生产，出货较

为正常，导致春节期间垒库较多，市场货源较多，虽贸易商出货较积极，本月升贴水无大幅

度调整，均在平水上下出货，但奈何下游企业开工不多，且消费不景气，多以消化节前库存

为主，少有采购；随锌价低位震荡运行，下游企业逐渐恢复生产，但消费仍旧偏弱，订单不

大，部分企业仍未开工，导致市场交投氛围清淡，成交量上不去；月末锌价仍以震荡为主，

无大幅波动，但下游企业又面临环保问题及中国两会期间，部分厂停产检修或休息，市场成

交惨淡，少量成交多为贸易商间交投所致；国内锌锭库存也因市场成交偏弱，出库少入库正

常，导致每周锌锭库存持续增加。本月进口货源进入市场也偏少，多因国外库存持续减少所

致；整体来看本月锌现货市场成交清淡，下游消费偏弱，开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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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锌精矿市场

图二 2015-2019 年全国锌精矿产量

资料来源：有色协会 钢联数据

据有色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2月国内锌精矿产量32.5万吨，1月份锌精矿产量23.5

万吨，环比增加5.11%，同比减少20.85%，产量有所回升，产量整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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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15-2019 年锌精矿进口

资料来源：有色协会 钢联数据

作为精炼锌的上游原料-锌精矿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国内锌冶炼厂的供应主要关注其进口

情况。目前国内锌精矿稍偏紧，而国外矿略显宽松，据我的有色网调研，1月份随着进口矿的

加工费不断上调，进口矿也显著增多，据我们估算环比增加12.45%，同比增加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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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2013-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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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份锌精矿加工费再次上调，截至到2月底，陕西地区加工费6000-6200元/吨，

内蒙地区6200-6500元/吨，南方地区多数加工费在5400-5900元/吨左右，北方均价约6350元/

吨，南方均价5650元/吨。今年锌矿供应宽松事不争的事实，多数矿山都有自己的库存，在进

口矿加工费不断的上调的冲击下，国内矿山也被迫上调，且上调幅度较大，从而也刺激了冶

炼厂正常生产的积极性。据我的有色网统计，进口散单加工费在200-260美元/干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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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炼锌市场

3.1.国产精炼锌状况

图五 2 月国内主要冶炼厂开工率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数据显示，在国内 32 家重点锌冶炼企业（涉及锌冶炼产能 550 万吨）

中，2019 年 2 月锌锭产量 31.14 万吨（环比增加 0.34 万吨），锌合金产量 5.99 万吨（环比

增加 0.29 万吨）。2月 32 家重点冶炼厂开工率 2月份为 80.94%，环比提高 1.24%。2019 年 1

月锌锭产量 30.8 万吨，锌合金产量 5.7 万吨。32 家重点冶炼厂开工率 1月份为 79.7%，同比

提高 4.23%，环比提高 7.44%。冶炼厂检修消息：汉中锌业：除废系统建设中，产能受限；湖

南轩华：检修完毕，已正常开工；湖南三立：暂未开工，现在在检修（最近一直下雨，检修

无法进行，检修时间可能会延长）预计三月底开工；四川四环：1，2，3，4月都会有小检修，

产量影响不大云南罗平：3月检修，预计影响产量 3000 吨；云铜：预计 4月初有小规模检修；

白银有色：预计 4月有检修，影响产量约 10000 吨；湖南太丰：锌冶炼系统正在检修，预计 4

月底投产；云南驰宏：4-9 月，永昌和会泽以及呼伦贝尔依此检修，预计影响产量 3.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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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进口精炼锌状况

图六 2015~2019 年国内精炼锌进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进口方面：2019 年 2 月中国进口锌 7.70 万吨，环比减少 25.425%.从进出口分项数据来

看，1月进口国家前五分别是：哈萨克斯坦（2.80 万吨）；比利时（1.37 万吨）；韩国（1.20

万吨）;澳大利亚（1.08 万吨）；西班牙（0.8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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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现货锌市场库存情况

图七 2 月现货锌锭市场库存表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图八 2016~2019 年现货锌锭市场库存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据我的有色网统计， 我的有色网统计， 2019年2月全国锌锭库存总量明显上涨，截止2

月25日，全国锌锭社会库存22.82万吨，较2月1号统计的库存增加8.95万吨，其中上海市场库

存增幅最为明显，广东、天津、浙江、山东、江苏市场库存均有小幅上涨。

2月适逢春节，虽生产时间较其他月份较短，但对于供应端来说利润相当可观，故大部分

冶炼厂在春节期间仍正常运作，部分有超产现象，故产量无明显变化；对于锌的下游加工企

业来讲，从月末放假至正月十五才陆续恢复生产，故锌锭的耗量较平日明显减少，大部分锌

锭产量累积成库存，故垒库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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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精炼锌升贴水状况

图九 2018 年 2 月现货升贴水走势图

上海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对3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升水160元/吨至贴水30元/吨。2月

锌价整体呈先抑后扬走势，冶炼厂正常出货，贸易商至中旬才陆续恢复开工，下游消费由完

全停滞转化为正常仍需时间，故库存仍维持正增长，升水一路下滑，月内整体成交较清淡，

多数成交仍由贸易商间贡献。

广东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对3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升水80元/吨至贴水130元/吨。月

内冶炼厂出货较年前明显增加，市场流通货源较宽松，但下游尚未完全恢复开工，采兴不佳，

故贸易商不断下调升水刺激下游需求，但效果不佳，月内整体成交清淡。

天津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对3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升水250/吨至平水左右。月内锌价

宽幅震荡，升水坚挺，下游因节前稍有备货，多持畏高观望的态度，坚持按需少采的节奏拿

货；且月末有部分低升水进口货源流入，挤压国产升水，故升水逐步下滑至平水附近，叠加

华北地区雾霾影响停工，故整体采购量偏少，月内市场整体成交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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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锌锭进出口盈亏

图十 2017~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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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月2月沪伦比值稳定在区间（7.85,8.30），贸易商CIF升水报价

由月初的160美元/吨调整至月中的150美元/吨，月末时为140美元/吨。据我的有色网数据跟

踪测算，2月进口锌月均亏损750元/吨，亏损幅度较1月明显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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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锌下游市场

4.1 镀锌市场

图十一 2016~2019 镀锌板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2月全国镀锌板卷高位震荡向下，其中中下旬华南区域相对领跌，压力明显加大。据统计，

10月31日国内镀锌板卷市场1.0mm平均价格较9月底下跌42元/吨至5060元/吨，彩涂市场

0.476mm平均价格则较上月上涨13元/吨至6099元/吨。整体了解，传统旺季在今年的所谓“金

九”不金，而“银十”亦然不银，整体需求不温不火，进入十月中下旬之后，本身需求端的

建筑、汽车、家电等行业纷纷显现乏力，对于现货成交难有支撑，多数大户日均成交情况不

及预期。供给方面，国庆以来，国内涂镀板卷产能利用率有所减弱，供给也相对高位走低，

但对比去年同期水平，显得依旧略高，因此，供需矛盾点一直存在。那么，价格方面，自2016

年以来，镀锌板卷价格重心一路上移，虽然17年中间一度呈现浅“U”字形行情走势，但依旧

未能阻挡今年镀锌板卷一直正常偏高运行，且价格基本未有向下。但同时，也伴随钢厂资源

结算政策不断强势，贸易商在今年二季度以来不断持续亏损，其倒挂幅度高达50-200元/吨，

贸易商纷纷经营难以为继。供需矛盾叠加持续亏损，流通市场也开始杀跌抛售，镀锌板卷品

种压力也在逐步从市场蔓延至钢厂方面。出口方面，今年涂镀出口形势持续低迷，面对复杂

的外贸环境及低迷的海外市场，财税局对镀锌板卷出口退税率由13%调升至16%，该通知从11

月1日起执行，预计，届时出口情况或有一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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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产能利用率

图十二 2016~2019镀锌板月度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据Mysteel调研，2月份企业产能利用率并未呈现出回暖态势，继续受制于行情打压，其

走势进一步窄幅趋弱。一方面，二三季度以来，贸易商持续亏损，使得整体订货积极性欠佳，

2月钢厂期货订单均显不足；另一方面，短流程企业原料成本高企，镀锌现货售价重心不断下

移，生产销售利润空间也在不断被挤压。就整月来看，2月产能利用率继续出现走弱，数据显

示，国内镀锌板卷企业产能利用率为68.6%，月环比下降3.07%。后市来看，当前产能利用率

仍难有所好转，毕竟需求难以好转情况下，市场信心仍将出现走低。

4.1.2、产线开工率

据Mysteel调研，虽然2月国内需求依旧不及预期，多数钢厂生产积极性一般，但由于处

在新年假期，停产限产产线数量仍略有减少，整体国内镀锌板卷开工率水平较2月有所下降。

分区域了解，其中华北新增复产1条产线，华东新增复产2条产线，中南新增复产3条产线。具

体来看，镀锌板卷企业全国检修停产产线为20条，较9月减少6条，整体开工率上升至92.65%，

月环比上升2.21%。后市分析，镀锌板卷企业开工率水平有所恢复，且目前饱和度相对偏高，

进一步提升空间有限，预计3月仍会有所窄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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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锌锭原料方面

本月镀锌板卷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环比2月出现下降，基于产能利用率略微下降影响，

锌锭消费也出现相应减量。就价格而言，2月锌锭价格中下旬震荡走弱，价格重心有所向下；

采购方面，采购积极性基本谨慎，且全月仍不及1月水平，加之当前行情利润挤压，资金紧张

等因素影响，企业多数仍对采购小批量多频率操作。据调研，当前多数中等规模企业锌锭月

采购量在100-200吨之间，本月采购次数为3-5次左右。调研统计，2月其130家样本钢厂镀锌

板卷生产企业锌锭消耗量为6.44万吨，环比减少0.8万吨。预计，2月来看，需求整体复苏难

度较大，厂商订单也收到影响，北方逐步进入淡季，届时企业生产仍难有提升空间，锌锭消

费量或维持当前水平盘整。

从镀锌工厂锌锭库存情况来看，当前库存水平进一步偏低。一方面，企业生产节奏逐步

进入传统冬季淡季状态，而订单逐步减弱，采购较为谨慎，多现采现用居多；另一方面，之

前提及的多数短流程企业今年利润微薄，资金周转相对紧张，而锌锭价格也因行情出现偏弱，

囤货备货积极性已然大幅下降，对于锌锭采购操作同样如此，企业备库因此继续减少。

后市分析，3月生产企业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上升难度较大，但长流程企业即使订单低迷，

也不会放弃仍有利润的镀锌品种而大量减少产量，因此预计其产量或维持逐步缓慢减弱状态。

综上所述，后市镀锌板卷行情走势或将承压前行，就锌锭消费而言，其消费量也将继续持谨

慎偏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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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锌合金市场

图十四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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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份，锌合金的价格随着锌价波动。株洲地区，热镀锌合金报 25430-27190。

上海地区，zamak-3 号锌合金报 23030-24790，zamak-5 号锌合金报 23330-25090。无锡地区，

zamak-3 号锌合金报 23530-25290，宁波地区，zamak-5 号锌合金报 23230-24990。本月锌价

震荡偏强，锌合金随原料价格波动影响，2月压铸锌合金企业开工率为 47.50%，整体来看，2

月份压铸锌合金企业订单量较 1 月有所下降，开工有所下滑且消费不及预期，据我的有色网

调研了解，浙江压铸合金企业主要以锌合金配件加工等订单为主，是典型的的区域消费群体，

通过加工费进行盈利。宁波某压铸锌合金锭企业反馈，下游消费以汽车零部件为主，门锁类

消费同比有所下滑，箱包饰品类消费也有所下滑；目前广东地区压铸锌合金锭企业账期亦在

逐步缩减，客户群体主要辐射珠三角区域，部分有资金实力的企业，优势明显，才有部分订

单。湖南地区压铸锌合金企业加工费 550~950 附近，多以火炬品牌为主。进入 2018 年，环保

已成为新常态，部分中小型企业关停、减产，挤压行业过剩产能，大部分企业从年初开始已

将煤炉改为气炉来应对环保检查，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进入 10 月，环保因素影响依旧严峻，

压铸锌合金企业受下游停产和自身环保原因影响，大多数关停。“银十”传统消费旺季也未

能提振消费，预计锌合金开工或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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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氧化锌市场

图十五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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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2019年2月氧化锌企业开工率为51.00%，10月份氧化锌开工率小幅下

降。本月氧化锌价格以稳价为主。受春节假期影响，原料市场休市，节后归市价格以震荡为

主，波动有限，对氧化锌市场影响不大。下游方面，春节假期，轮胎企业和陶瓷企业停产较

多，对氧化锌的需求减少，春节期间氧化锌企业开工率也有下降趋势。综合原料和需求来看，

在原料价格波动有限，下游需求减少，而氧化锌库存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氧化锌市场以稳价

为主。2月半钢胎开工率42.46%，环比下跌15.04%，同比下跌12.29%。适逢春节假期，半钢胎

轮胎企业自1月下旬至2月中旬开工变化较大，目前半钢胎厂家开工基本已恢复，但多数山东

地区轮胎工厂开工仍未达顶峰。2月全钢胎开工率40.92%，环比下跌16.36%，同比下跌6.58%。

本月正值春节假期，自1月下旬东营地区轮胎厂家陆续停产放假，国内一线品牌及外资品牌多

集中在2月4日左右放假，极少数企业春节期间正常开工。2月12日-20日厂家集中复工，一线

品牌及合资品牌逐步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东营地区轮胎企业开工高低不一，完全恢复尚需

时日。下月氧化锌市场以稳价为主趋势。原料方面，下月原料锌锭预计仍以震荡为主，对氧

化锌市场影响有限。下游逐渐复产，对氧化锌需求以合同为主，市场变化有限。故在原料和

下游无明显波动的情况下，氧化锌市场或将延续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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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终端需求情况

5.1.国内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图十六 2016~2019 国内汽车行业产销统计

数据来源：中汽协会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字透露，1月到 2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77.6 万辆和 385.2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4.1%和 14.9%。2 月，受春节假期等影响，中国汽车产销

量总体水平较低。据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汽车企业谨慎应对经济运行压力，另一方面是降低

生产节奏减轻终端压力。当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1 万辆和 148.2 万辆，比上月分别

下降 40.4%和 37.4%，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7.4%和 13.8%。

其中，2月中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4 万辆和 121.9 万辆，比上月分别下降 42.9%和 39.7%，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0.8%和 17.4%，降幅大于汽车业总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同比高速增长。2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比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 50.9%和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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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房地产行业

图十七 2015~2019 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国家统计局

（1）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

2019 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90 亿元，同比增长 11.6%，增速比 2018 年全

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8711 亿元，增长 18.0%，增速提高 4.6 个百分点。住

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72.1%。

1-2 月份，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7206 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与 2018 年全年持

平；中部地区投资 2337 亿元，增长 8.8%，增速提高 3.4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 2400 亿元，

增长 16.8%，增速提高 7.9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 147 亿元，增长 10.9%，增速回落 6.6 个

百分点。

1-2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7494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8%，增速比 2018

年全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466340 万平方米，增长 8.3%。房屋新开工面

积 18814 万平方米，增长 6.0%，增速回落 11.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3597 万平

方米，增长 4.3%。房屋竣工面积 12500 万平方米，下降 11.9%，降幅扩大 4.1 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竣工面积 8926 万平方米，下降 7.8%。

1-2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54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4.1%，2018 年全年

为增长 14.2%；土地成交价款 690 亿元，下降 13.1%，2018 年全年为增长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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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房销售和待售情况

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10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6%，2018 年全年为增长 1.3%。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3.2%，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 15.7%，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13.6%。商品房销售额 12803 亿元，增长 2.8%，增速回落 9.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

长 4.5%，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6.2%，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 9.4%。

1-2 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543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7%，降幅比 2018 年全

年扩大 4.7 个百分点；销售额 6844 亿元，下降 1.2%，2018 年全年为增长 6.5%。中部地区商

品房销售面积 3901 万平方米，下降 0.6%，2018 年全年为增长 6.8%；销售额 2660 亿元，增长

6.6%，增速回落 11.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4368 万平方米，增长 2.2%，增速

回落 4.7 个百分点；销售额 2993 亿元，增长 10.2%，增速回落 13.2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商品

房销售面积 396 万平方米，下降 4.8%，降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销售额 307 亿元，下降 2.4%，

2018 年全年为增长 7.0%。

2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2251 万平方米，比 2018 年末减少 162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待售面积增加 117 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增加 49 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减少

393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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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家电行业

图十八 2015~2019 全国家电产量增速

2019年1-2月空调销量2337万台，同比增长3.1%，其中出口1104万台，同比增长3.3%，内

销1234万台，同比增长2.9%。单2月看，空调销量924万台，同比下滑3.0%，出口431万台，同

比下滑4.3%，内销493万台，同比下滑1.9%。由于1-2月春节假期因素扰动，我们认为1-2月合

计数据更能反映真实出货情况。前期市场对空调行业2019年的增速判断为前低后高（一季度

库存压力和去年Q4出口抢订单可能导致19年Q1行业增速为负），1-2月行业个位数的增长超越

市场预期。

2019年1-2月全国家用洗衣机产量为1085.9万台，同比下降0.1%。

2019年1-2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为1099万台，同比增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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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市展望

综合而言，2月份锌价呈现震荡调整得态势。从供应上来讲，锌矿加工费逐月走高，进口

矿不断进入中国市场，锌矿供应相对宽松。冶炼厂得冶炼瓶颈依然存在，突破冶炼瓶颈要到

二季度，因此对锌价尚有支撑。从库存上来讲，过完年之后，锌锭社会库存垒库幅度较快，

引发市场担忧，但是 LME 锌锭库存持续下滑，且上期所库存也在下滑，出现明显得矛盾。从

消费来看，2月份不少下游由于放假，处于消费淡季，但是印度国家消费尚可，导致不少国外

锌锭流入印度，进口窗口打不开，国内消费主要依赖国产锌锭。总的来说，从供应、消费以

及库存方面都出现了矛盾点，于是锌价呈现震荡走势，预计三月份供应端得变化不会太大，

但是消费旺季会来临，对锌价会是强有力支撑，预计运行区间 22000-23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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