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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加息利空释放

沪锌延续涨势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4620 +80

锌精矿 16670 +240

铅 锭 18100 +100

锌 锭 22990 +310

铅合金 18075 +200

锌合金 23950 +310

氧化锌 20710 +310

锌 粉 24590 +310

1#白银 4076 +103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隔夜美联储加息 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大宗商品普遍上涨。沪铅
震荡上涨，现货较上一交易日涨 100 元/吨，冶炼厂出货正常，贸易商
积极报价，下游畏高观望，整体成交未有改善。沪锌高开走强，市场
利多风声四起，现货较上一交易日涨 310 元/吨，贸易商之间交投活跃，
下游畏高观望，整体成交尚可。

◆ 宏观导读

 无视美联储加息 日本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0.1%不变

日本央行公布 3 月央行政策利率，维持政策利率在-0.1%不变，

符合预期，前值-0.1%；维持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在约 0.000%。

 央行上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 10基点

2017年 3月 16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逆回购操作800

亿元，并对 17 家金融机构开展 MLF 操作 3030 亿元，共计 3830

亿元。

 1—2 月全国财政收入增 14.9%

3 月 15 日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2月累计，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45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069 亿元，增

长 14.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67 亿元，同比增长

1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6187 亿元，同比增长 11.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27833 亿元，同比增长

16.6%；非税收入 3621 亿元，同比增长 2.9%。

◆ 行业导读

 ILZSG：1 月全球锌市供应短缺 2.7 万吨

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周三（3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全球锌市供应短缺 2.7 万吨，去年 12 月修正后为过剩 8,800

吨。

 伊朗将开发 Mehdiabad 锌矿

伊朗一家国有公司已经签订一项总值为 10 亿美元协议，以开发

该国境内的 Mehdiabad 锌矿。Mehdiabad 锌矿为全球最大的锌矿

之一，预计该矿四年后将投产，设计年锌精矿 产能为 80 万吨。

 沪锌涨幅居前

美元疲软提振，3月 16 日有色金属扛起领涨大旗。沪锌午后持续

走强，大涨 3.61%，收录五连阳，期价升至五周高位。因锌整体

供给仍紧张。虽然国内下游需求目前受环保影响施压，但 3—4

月的传统旺季令市场对锌需求预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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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2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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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0 +310 -50 -10
上海 久隆 0# 22290 +310 -70 -10
广东 麒麟 0# 22980 +300 -60 -
天津 紫金 0# 23050 +310 -10 -1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705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为 22940-23040 元/吨，均价 2299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310 元/

吨。16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白银 4+50；双燕 5-40~50；会泽、豫光 5-50~60；秦锌、

久隆、麒麟 5-60~70；墨西哥 5-110；印度 5-100。锌价延续上涨，贴水小幅扩大，贸易商接

货积极，整体成交尚可。锌价高企，下游畏高观望，买兴不佳，整体成交趋弱。

天津市场 0#锌锭市场主流成交价 23000-23100 元/吨，均价 230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涨

310 元/吨。红烨 5-50；紫金 5-10，锌价震荡上扬，贴水小幅扩大，下游普遍畏高，维持按需

采购。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22980 22980 22990 22990 22970

涨跌 +300 +300 +30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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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锭报价 22950-23000 元/吨，主要成交价格在 22980 元/吨，较上个交易

日涨 300 元/吨。今日沪锌价格大幅上涨，贸易商报价贴水稍有扩大至 60 元/吨，但价格上涨，

市场出货积极，但接货很少，贸易商调价贴水 80 出货，下游价格上涨拿货的积极性有所下降，

整体成交很差。

市场观点：加息符合预期，锌价延续涨势。

锌后市展望
后市展望：期锌 1705 开盘 22810 最高 23365 最低 22810 收盘 23360 结算 23130 涨 815 成

交 740988 手。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8.35，盈亏平衡比值 8.56；进口成本 23554 元/吨，现货锌

锭进口亏损 564 元/吨。近期冶炼厂纷纷发布检修消息，锌锭产量预计将进一步缩紧；需求端，

两会结束，下游开工逐渐恢复，锌锭现货库存下降较快，锌矿紧张格局有望传导至锌锭。市

场多头跃跃欲试，预计下一交易日锌价维持震荡偏强，谨防回调。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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