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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沪锌小幅回升

市场成交偏弱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3680 -

锌精矿 16020 +140

铅 锭 16725 -

锌 锭 21940 +180

铅合金 17275 +25

锌合金 22790 +180

氧化锌 21410 +180

锌 粉 27640 +180

1#白银 3507 -15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今日沪锌延续反弹趋势，震荡上行，整体小幅回升。预测节后

沪锌延续反弹趋势，整体小幅回升。主力合约 1906 预计区间：

21600-22100元/吨。今日主力合约1906运行区间21615-21910

元/吨，收涨于 21845 元/吨，结算价 21795 元/吨；今日冶炼

厂出货意愿尚可，正常出货。今日市场报价品牌正常，临近假

期贸易商出货意愿较高，升贴水小幅下调；但下游企业早已备

好五一假期所需库存，导致今日下游接货情绪不高，均按需少

量采购补库，整体接货量不大。今日市场整体成交较上一交易

日偏弱。

◆ 宏观导读

 美国经济连续增长已达 10 年

根据《华尔街日报》对经济学家的调查，始于 2009 年中的美

国经济扩张期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长的扩张期，但随着美联

储提高利率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这一扩张期很可能会于

2020 年进入尾声。

 PMI 持续站上荣枯线反映制造业保持扩张势头

30 日发布数据，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虽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但仍为 2018 年 11 月以

来的次高点，并已连续两个月站在 50%的荣枯线之上，表明制

造业保持扩张势头。

 特朗普敦促安倍取消关税增加投资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

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特朗普表示，华盛顿方面正在敦促日本取

消对美农产品的关税，并希望日本增加对美投资。

◆ 行业导读

 3 月份中国氧化锌生产商开工率为 53.87%

据统计，2019 年 3 月份国内氧化锌企业平均开工率为 53.87%，

环比增加 67.8%，同比减少 7.5%。3 月份，天津地区氧化锌生

产商开工率为 90%，环比大涨 200%;

 美国锌回收公司冶炼厂突发火灾，附近居民紧急撤离

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锌回收公司锌冶炼厂厂于周日

晚间发生火灾，直到周一早晨 5点左右火仍在燃烧，部分居民

于周一(4 月 29 日)早些时候被迫疏散。

 供应格局面临改变 锌市依然看空

年初以来，锌价在低库存支撑下较为坚挺，价格反弹已逾 20%。

市场一直认为锌冶炼瓶颈没有那么快打破，低库存下价格难以

下跌。短期来看，供应增加预期强于现实，建议投资者关注锌

价反弹后沽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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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价格：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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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0 +220 +330 +10

上海 秦锌 0# 21940 +180 +40 -30

广东 麒麟 0# 21870 +220 -30 +10

天津 紫金 0# 22000 +150 +100 -6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905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21890-21990 元/吨，均价为 219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180

元/吨。30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秦锌 5+40；双燕 5+330；哈锌 5+0；az5+30 。今日锌

价整体偏强震荡，冶炼厂出货意愿有所缓和，贸易商早间积极报价，普通 品牌锌锭升水由 50

元/吨降至 30 元/吨左右，主流成交于 40 元/吨，临近月末贸易商 急于清库兑现，但因锌价

上行下游采购意愿偏弱，市场整体呈现出多接少的局面， 贸易商间交投氛围也不够活跃，今

日市场整体成交略显清淡。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 21950-22050 元/吨，均价为 220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150

元/吨。30 日天津市场 0#锌锭升贴水：紫金 22000 元/吨，驰宏 0#5+30，红烨 5+50,百灵 5+20。

今日沪锌偏强震荡上行，整体小幅回升。冶炼厂出货意愿尚可，正常出货。今日市场报价品

牌正常，临近假期贸易商出货意愿较高，升贴水小幅下调；但下游企业早已备好五一假期所

需库存，导致今日下游接货情绪不高，均按需少量采购补库，整体接货量不大。今日市场整

体成交较上一交易日偏弱。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21870 21870 21880 21880 21860

涨跌 +220 +220 +220 +22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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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交易日涨 220 元/

吨。30 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 5-20~0；铁峰 5-20~0；蒙自 5-10；飞龙 5-20；丹霞

5+0。冶炼厂正常出货，早间贸易商积极出货，对沪 5 月合约贴水 20 附近报价，但市场接受

程度较差，随后贸易商对沪 5月合约贴水 60 附近报价，主要以长单交投为主，价格稳定后出

货量有所增加，而长单需求逐渐饱和，成交不畅，市场交投氛围偏弱，部分贸易商对当月大

幅贴水但未能提振市场交投，临近五一小长假下游仍维持刚需采购备货意愿不足，整体成交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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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0-5980 元/吨，博兴市场

4640-5390元/吨，天津市场4570-4950元/吨，广州市场4850-5400元/吨，厦门市场4730-5060

元/吨，宁波市场 4460-4950 元/吨，南京市场 4660-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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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镀锌: 期货拉涨下 价格部分上行。天津讯：30 日天津市场镀锌价格持稳运行，价格

方面：截止发稿，天津镀锌鞍钢天铁无花 1.0mm*1250*C 报 4680 元/吨，河北唐钢 1.0mm*1250*C

无花 4600 元/吨，首钢无花 1.0mm*1250*C 报 4740 元/吨；新宇彩涂 0.476mm**1000*C 报 5150

元/吨。

昨日限产消息又出，期货价格上涨，民营镀锌价格上涨 30 元/吨，现民营镀锌报价集中

在 4570-4600 元/吨，国营镀锌价格暂稳运行。据笔者了解，5月份多数国营钢厂镀锌接单情

况不错，认为 5月份镀锌总体压力不大。而当前部分贸易商因近期出货情况不佳，心态一般，

难持乐观态度。库存方面：当前天津地区多数贸易商库存维持在低位水平，这也是支撑涂镀

价格的原因之一。综合来看，天津镀锌或将继续高位盘整运行，需关注节后库存累积速度。

北京镀锌：市场价格持稳。北京镀锌市场价格持稳。价格方面：0.5 首钢 5080 元/吨含税，

较昨日稳；0.7 首钢 4940 元/吨含税，较昨日稳；1.0 首钢 4790 元/吨含税,，较昨日稳

市场方面，早盘钢坯价格上移 10，但对市场影响不大，商家普遍也无调价意愿，稳

价出货为主，现主流规格售价在 4790-4810 元/吨；又由于五一长假即将来临，下游市场整体

观望情绪较浓；此外目前暂时没有出现影响较大的利好消息，节前本地市场或将处于稳定态

势，商家对节后市场也较谨慎。综合考虑，预计短期北京镀锌价格主稳运行。

唐山市场：镀锌管价格整体上调。今日开市，唐山市场镀锌管价格整体上调，成交一般。

唐山京华 4 寸 3.75 挂牌价格为 5180 元/吨，正元 4 寸 3.75 挂牌价格为 5560 元/吨，正大 4

寸 3.5 挂牌价格为 5440 元/吨.

今日开盘，原料面，唐山方坯：昌黎（HX）及唐山本地钢厂普碳方坯涨 10 报 3570

元/吨，含税出厂。唐山瑞丰出厂涨 20：880-850、585-550 报 3900，335-330/360-355、305-295

报 3860，含税。昨日唐山市发布 5月份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管控方案，节后京津冀也将迎

来新一轮环保督查，消息面刺激下期螺今日延续强势拉涨，原料面整体趋高，管厂镀锌管出

厂价拉涨 20-40 不等。市场商家对节间行情多看好，多挺价出货。预计节间唐山镀锌管小幅

趋强运行。

上海市场：今日上海市场镀锌板卷最新价格行情主流走势表现上涨运行，其中民营工厂

镀锌板卷 0.5*1000*C SGCC 的价格：4720 元/吨，较昨日上涨 10；宝钢镀锌板卷 0.5*1250*C

DC51D+Z 的价格：5970 元/吨，较昨日上涨 10；马钢镀锌板卷 0.5*1250*C DX51D+Z 的价格：

5330 元/吨，较昨日上涨 10。今日镀锌板卷价格上涨，钢企价格上涨 10，市场价格上涨，整

体成交一般。预计短期内上海镀锌板卷价格或震荡调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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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锌

我的有色网讯今日主流市场锌锭价格震荡上行，氧化锌价格跟随锌锭较上一交易日涨 18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

江苏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310-20610 元/吨，均价 20460 元/吨。间接法锌锭产氧化

锌含税出厂价今日报价区间在 20000-20500 元/吨，原材料小幅变动对氧化锌价格影响不大，

节前下游企业囤货，订单增量，整体出货正常，市场交投氛围良好；

河北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210-20610 元/吨，均价 20410 元/吨。直接法及间接法氧

化锌今日报价持稳，氧化锌价格不受原材料价格上调影响，下游轮胎，橡胶，陶瓷厂订单平

稳，生产厂商出货正常，成交情况尚好；

山东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310-20510 元/吨，均价 20410 元/吨。间接法 99.7%氧化锌

主流含税出厂报价在 20000-20500 元/吨附近，实际成交价可根据客户订单对单价进行小幅调

整，据氧化锌厂家反馈原材料价格小幅上调，但对氧化锌价格影响不大；

上海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1310-21510 元/吨，均价 21410 元/吨。今日间接法 997 氧

化锌报价持稳，节日将至，下游企业备货增多，订单也随之增加，整体成交还可以；

广东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1310-21410 元/吨，均价 21360 元/吨。直接法与间接法氧

化锌报价以维稳为主，生产厂家正常出货，贸易商出货正常，下游陶瓷，橡胶企业刚需采购，

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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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0-25240 元/吨，均价 25190 元/吨，上涨 180 元/吨，市场成交差。上海 zamak-3 锌合金

现货 22740-22840 元/吨，均价 22790 元/吨，上涨 180 元/吨，成交差；上海 zamak-5 锌合金

现货价 22040-23140 元/吨，均价 23090 元/吨，上涨 180 元/吨，成交差；无锡 zamak-3 锌合

金现货 23240-23340 元/吨，均价 23290 元/吨，上涨 180 元/吨，成交差；宁波 zamak-5 锌合

金现货成交价 22940-23040 元/吨，均价 22990 元/吨，上涨 180 元/吨，成交差。

今日各主流地区锌合金价格上涨 180 元/吨。市场整体成交情况差。上周下游终端集中采

购备货影响本周两个交易日的行情。各地成交几乎趋于一致，恰逢节前价格突然上涨 180 元/

吨，价涨量跌的情况出现，市场成交萎靡。浙江地区、广东地区两大消费主要地区今日出货

几乎相当于昨日的一半。河北地区、湖南地区、天津地区的热镀锌合金出货也较弱，市场对

于消费回暖的预期更倾向于证伪。预计节后锌合金价格将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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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后市展望

今日期锌1906开盘21665最高21910最低21615收盘21845结算21795涨195成交447408

手。30 日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7.52；盈亏平衡比值 8.11；进口理论成本 23650.46；现货锌锭

进口亏 1710.46 元/吨。今日沪锌偏强震荡上行，整体小幅回升。冶炼厂出货意愿尚可，正常

出货。今日市场报价品牌正常，临近假期贸易商出货意愿较高，升贴水小幅下调；但下游企

业早已备好五一假期所需库存，导致今日下游接货情绪不高，均按需少量采购补库，整体接

货量不大。今日市场整体成交较上一交易日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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