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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沪锌偏弱震荡

市场成交尚可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3140 -120

锌精矿 15370 -100

铅 锭 16000 -150

锌 锭 21110 -130

铅合金 16650 -100

锌合金 21960 -130

氧化锌 20580 -130

锌 粉 26810 -130

1#白银 3547 +30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今日沪锌低开小幅下跌，后低位横盘震荡运行。预测夜间沪锌

低位震荡运行，或小幅回升。主力合约 1906 预计区间：

20800-21200元/吨。今日主力合约1906运行区间20735-21025

元/吨，收跌于 20970 元/吨，结算价 20885 元/吨；冶炼厂出

货意愿不高，整体出货量减少，市场报价品牌偏少；今日市场

报价较积极，贸易商出货意愿尚可，部分有挺价情况；下游企

业订单依旧不多，需求尚可，今日因锌价再次下跌，接货意愿

尚可，入市询价逢低采购补库，今日升水较低的出货量略好；

今日市场整体成交尚可。

◆ 宏观导读

 商务部：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进展

5 月 13 日，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对此表示，中方愿与各方就

建议文件进一步交换意见，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进展，

重塑世贸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

大作用。

 美股暴跌或迫使美联储降息救市

虽然美联储在 4月会议上暗示，其目前不准备调整利率，但随

着隔夜美股大幅收跌，美国联邦基金期货市场显示，美联储今

年降息 25 个基点的可能性升至 100%。

 中间价跌破 6.8 人民币急跌不可持续

5月 14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 411

个基点，设于 6.8365 元，创自 1月 10 日以来新低。研究人士

普遍认为，虽然外部环境出现反复，短期内会打压人民币汇率，

但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

◆ 行业导读

 云南举办重金属污染物减排完成进度评估工作培训班

国为规范重金属基础排放量和减排量核算工作，开展云南省重

金属减排成效评估，近期，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在昆明组织举办

全省重金属污染物减排完成进度评估工作培训班。

 紫金锌业获“自治区绿色工厂”称号

长期以来，紫金锌业坚持“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环

保理念，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支撑，加快推进企业向绿色

工业升级，在厂房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

碳化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靖江向废铅酸蓄电池行业污染“亮剑”

随着铅蓄电池的广泛应用，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即日

起至 5月底，靖江生态环境局、公安局将联合启动废铅酸蓄电

池行业专项整治工作，向废铅酸蓄电池行业环境污染“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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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2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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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0 -220 +360 -40

上海 秦锌 0# 21110 -130 +240 +50

广东 麒麟 0# 20970 -150 +100 +30

天津 紫金 0# 21120 -150 +250 +3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906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 21060-21160 元/吨，均价为 2111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30

元/吨。14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天鹿 6+210；秦锌 6+250；宁波铁峰 6+280 ；驰宏 6+290；

双燕 6+360；白银 6+400；smc6+230。今日锌价整体震荡下行，冶炼 厂出货意愿不佳，贸易

商早间积极出货，普通品牌锌锭升水 250 元/吨左右报价，主 流成交于 240 元/吨，后随着价

格的波动和接货者增多，升水调整至 270 元/吨，贸易商间交投氛围较活跃，下游逢低积极询

价，但因前期补库充足，仅有少量采购，今 日市场整体成交较好。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 21070—21170 元/吨，均价为 211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50

元/吨。14 日天津市场 0#锌锭升贴水：紫金 21120 元/吨，驰宏 0#6+150，红烨 6+130。今日

沪锌低开小幅下跌，后低位横盘震荡运行。冶炼厂出货意愿不高，整体出货量减少，市场报

价品牌偏少；今日市场报价较积极，贸易商对 6月报价多在升水 150 元/吨左右，部分价格偏

高在升水 200 元/吨左右；下游企业订单依旧不多，需求尚可，今日因锌价再次下跌，接货意

愿尚可，入市询价逢低采购补库，今日升水较低的出货量略好；今日市场整体成交尚可。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20970 20970 20980 20980 2096

涨跌 -150 -150 -15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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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0-21020 元/吨，均价为 2097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150

元/吨。14 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 6+110；铁峰 6+110；飞龙 6+100；丹霞 6+150；

韶冶 6+500。锌价震荡下行，早间市场报价当月升水报价为主，出货略显谨慎；长单需求交投

于对沪 6月合约升水 100 附近，部分贸易商反馈成交尚可；随后长单需求亦不佳，临近交割

持货商对当月贴水调价意愿不大，次月升水坚挺，市场流通货源收紧；下游逢低按需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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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0-5980 元/吨，博兴市场

4610-5360元/吨，天津市场4580-4880元/吨，广州市场4810-5390元/吨，厦门市场4680-5010

元/吨，宁波市场 4420-4910 元/吨，南京市场 4630-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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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跌幅扩大。天津讯：14 日天津市场镀锌价格持续下行，价格方面：截止

发稿，天津镀锌鞍钢天铁无花 1.0mm*1250*C 报 4610 元/吨，河北唐钢 1.0mm*1250*C 无花 4580

元/吨，首钢无花 1.0mm*1250*C 报 4720 元/吨；新宇彩涂 0.476mm**1000*C 报 5100 元/吨。

近期在多方面的消息影响下，天津镀锌价格下跌幅度扩大。从 4 月底到今日，部分钢厂

跌幅已超 100 元/吨，并且在今日出现单日 50 元/吨的跌幅。民营镀锌价格方面，民营镀锌价

格在 4480-4500 元/吨之间，钢厂也反馈目前接单情况不佳。在宝武出台 6月份期货价格政策

之后，其他板材厂商也将相继出台政策，预计皆是平盘为主。当前贸易商心态多偏悲观，因

此操作快进快出为主，出货才是当下王道。综合来看，天津镀锌或将弱势运行。

重庆镀锌：原料重心下移 市场弱势运行。重庆讯：14 日重庆镀锌价趋弱运行，市场成交

表现一般。今日报价，截至发稿时，镀锌 1.0mm*1250*C 宝黄报价 5000 元/吨，1.0mm*1250*C

武钢报价 5050 元/吨，1.0mm*1000*C 万达报价 4800 元/吨，1.0mm*1250*C 邯钢报价 4920 元/

吨，1.0mm*1250*C 酒钢报价 4880 元/吨，镀锌 0.5mm*1000*C 万达报价 4970 元/吨。

今日黑色系原料弱势运行，原料热卷价格逐步下行，商家信心表现不足，涂镀价格小幅

阴跌。但从区域价差对比来看，重庆涂镀价格仍处于全国高位。面对如此高价，下游采购积

极性普遍不高，均处于观望态势。据了解，重庆万达节后发货周期恢复正常，市场资源较为

充裕，整体库存水平较前期有所增长，市场承压前行。综上所述，预计重庆地区镀锌彩涂价

格或将弱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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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运行，其中民营工厂

镀锌板卷 0.5*1000*C SGCC 的价格：4710 元/吨，较昨日下跌 20；宝钢镀锌板卷 0.5*1250*C

DC51D+Z 的价格：5970 元/吨，价格较昨日无变化 20；马钢镀锌板卷 0.5*1250*C DX51D+Z 的

价格：5340 元/吨，较昨日下跌 10。今日镀锌板卷价格下跌，钢企价格下跌，市场价格下跌，

整体成交较差。预计短期内上海镀锌板卷价格或震荡偏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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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锌

我的有色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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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13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

江苏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9480-19780 元/吨，均价 19630 元/吨。间接法锌锭产氧化

锌含税出厂价今日报价区间在 20000 元/吨，据某氧化锌生产厂家反馈出货一般，氧化锌随锌

锭价格震荡下行，下游收货一般，市场交投氛围不畅，成交情况不佳；

上海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480-20680 元/吨，均价 20580 元/吨。厂家多平稳生产，

随锌价震荡下行，但贸易商出货一般，下游消费偏清淡，整体成交也不理想；

山东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9480-19680 元/吨，均价 19580 元/吨。间接法 99.7%氧化锌

主流含税出厂报价在 19000 元/吨附近，饲料级氧化锌受猪瘟影响，下游企业消费清淡，但下

游轮胎、橡胶企业接货意愿强，订单充足，整体成交还不错；

河北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9380-19780 元/吨，均价 19580 元/吨。直接法及间接法氧

化锌今日报价持稳，锌锭产间接法 99.7%氧化锌含税出厂价在 18000 元/吨附近，近期氧化锌

价格有所下滑，下游接货意愿强，生产厂家出货正常，整体成交还不错；

广东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20480-20580 元/吨，均价 20530 元/吨。直接法与间接法氧

化锌报价以维稳为主，锌锭产间接法 99.7%氧化锌含税出厂价在 18500-19000 元/吨附近，生

产厂家正常开工，贸易商出货一般，整体成交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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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0-24410 元/吨，均价 24360 元/吨，下跌 1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上海 zamak-3 锌合

金现货 21910-22010 元/吨，均价 21960 元/吨，下跌 1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上海 zamak-5

锌合金现货价 22210-22310 元/吨，均价 22260 元/吨，下跌 1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锡

zamak-3 锌合金现货 22410-21510 元/吨，均价 22460 元/吨，下跌 1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

宁波 zamak-5 锌合金现货成交价 22110-22210 元/吨，均价 22160 元/吨，下跌 130 元/吨，市

场成交一般。

今日各主流地区锌合金价格下跌 130 元/吨。今日期货价格及网价报价较低，贸易商报价

合约及升贴水有所调整，市场以观望为主，部分按需采购，成交一般。部分生产企业悲观情

绪依旧，终端锌合金拿货不积极，锌合金厂家锌锭拿货意愿也不高。在目前条件下，锌价短

期有可能在市场极度悲观后因成交不足下跌动力段时间减弱，小幅反弹。湖南地区，今日锌

合金成交弱于其他地区。湘西几家锌合金中小企业出货较弱，老客户订单也未见增加。天津

及河北等地热镀合金消费依旧符合较差的基本面消费情况，成交有限。广东及上海地区虽然

升贴水有部分差异，但总体成交呈现的情况依旧是贸易商反映锌锭出货还可以，但终端企业

表示锌合金出货不理想，锌锭采购意愿较弱，市场分歧和矛盾在增大，这也是判断行情有可

能在夜盘及明日日间迎来反弹的原因之一。预计，明日锌价或迎来小幅反弹，五月中长期不

改弱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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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后市展望

今日期锌1906开盘21000最高21025最低20735收盘20970结算20885跌115成交380112

手。14 日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7.74；盈亏平衡比值 8.31；进口理论成本 22682.09；现货锌锭

进口亏 1572.09 元/吨 。锌价震荡偏弱，冶炼厂正常出货；市场货源依旧不减，但市场交投

氛围较活跃；其中粤市库存下行，货源流通收紧，有少量对沪 6月升水 100 附近成交，下游

消费略好转，但成交不及预期；而津市报价品牌依旧不多，仅有逢低采购，交投氛围较上一

交易日较好，成交尚可；市场整体仍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下游逢低按需采购，整体成交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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