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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期锌延续上涨

市场成交清淡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3640 -

锌精矿 12290 +180

铅 锭 16625 -

锌 锭 19710 +230

铅合金 17075 -

锌合金 20560 +230

氧化锌 19180 +230

锌 粉 25180 +210

1#白银 3893 -2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今日沪锌偏强震荡，延续上行趋势，整体小幅上涨。预测夜间

沪锌高位震荡运行，或延续上涨趋势。主力合约 1909 预计区

间：19400-19900 元/吨。今日主力合约 1909 运行区间

19460-19785 元/吨，收涨于 19690 元/吨，结算价 19615 元/

吨；冶炼厂出货较为积极，出货量有所增加；贸易商今日报价

较积极，早间锌价小幅上涨，升贴水小幅下调；但今日下游接

货意愿偏弱，多因锌价上涨，价格相对偏高，多以消化库存为

主，接货量减少；市场成交多为贸易商间交投所致；今日市场

整体成交较上一交易日偏弱。

◆ 宏观导读

 日本 6月工矿业生产大幅下滑

日本经济产业省 30 日发表的数据显示，6月份日本工矿业生

产指数经季节调整后为 101.1，环比大幅下降 3.6%，时隔 3

个月以来再次出现下降。从行业类别来看，全部 15 个行业中

有 13 个行业的生产指数环比下降，2个行业上升。

 经济数据不影响美联储降息决心 关注降息幅度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 29 日发表最新观点认为，近期

公布的经济数据不会影响美联储的降息决心，该机构关注美联

储降息幅度。

 日本央行按兵不动 尽管美联储明日料将降息

日本央行决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在美联储明天料将降息之际

采取观望态度。日本央行周二发布声明称，该行维持收益率曲

线控制计划和资产购买政策不变，这是在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经

济学家意料之中的结果。

◆ 行业导读

 株冶召开迎接中央生态环境督察工作部署会

7 月 12 日下午，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科技园视频会

议室、株冶有色视频会议室同步召开迎接中央生态环境督察工

作部署会。

 欧盟进口自中国的汽车用镀锌卷数量已超过配额 30％

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欧洲买家进口的中国产汽车用热浸镀锌钢

卷数量已超出了年度配额量的 30%左右。资料显示，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欧盟对中国产镀锌卷的年度

进口配额量为 527164 吨。

 超威科技推动铅蓄闭环全产业链整合

近日由超威科技推动筹建的年处理 60 万吨废旧电池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正式落户沁阳，这是一个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于一体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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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1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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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0 +220 +70 -10

上海 秦锌 0# 19710 +230 +60 -10

广东 麒麟 0# 19600 +240 -50 -

天津 紫金 0# 19740 +220 +90 -2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908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 19660 元/吨-19760 元/吨，均价为 1971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

涨 230 元/吨。30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宝徽 9+0；秦锌、紫金、久隆、麒麟 8+70；双

燕 8+70；宁波西矿 8+60；宁波铁峰 8+70；宁波麒麟 8+90；东岭 8+100；火炬 9+270；印度 8+30。

今日锌价因宏观影响上行势猛，冶炼厂正常出货，贸易商早间报价积极，普通品牌锌锭对沪 8

月升水 70 元/吨起报，主流成交于升水 60 元/吨，后价格抬升过高，下游只询不采，贸易商

间交投氛围尚可，今日市场整体成交偏弱。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 19690-19790 元/吨，均价为 197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220

元/吨。30 日天津市场 0#锌锭升贴水：紫金 19740 元/吨,红烨 8+50，驰宏 8+40,百灵 8+40，

西矿 0#8+25。今日沪锌偏强震荡，延续上行趋势，整体小幅上涨。冶炼厂出货较为积极，出

货量有所增加；贸易商今日报价较积极，早间锌价小幅上涨，升贴水小幅下调，紫金品牌报

价多在升水 90 元/吨左右，其他品牌报价在升水 40 元/吨左右；但今日下游接货意愿偏弱，

多因锌价上涨，价格相对偏高，多以消化库存为主，接货量减少；市场成交多为贸易商间交

投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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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 19600 19610 19610 19590

涨跌 +240 +240 +240 +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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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0-19650 元/吨，均价为 196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240

元/吨。30 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 9-60~-50；铁峰 9-60~-50；慈山 9-50；丹霞 9-40；

蒙自 9-40；飞龙 9-60。锌价延续震荡上行，早间由于贴水在交割成本附近贸易商出货积极性

不高，有部分贸易商对沪 9月合约贴水 60 报价，但市场反馈交投不畅且市场流通量有限，叠

加利润有限接货商采购意愿亦不佳，市场呈现供需两淡的局面，成交不畅升水小幅下调贴水

至 90 出货，部分贸易商有所成交；盘面拉涨下游采兴乏淡，接货意愿不佳，整体成交依旧清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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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0-5920 元/吨，博兴市场

4560-5610元/吨，天津市场4380-4880元/吨，广州市场4590-5460元/吨，厦门市场4570-4970

元/吨，宁波市场 4450-5120 元/吨，南京市场 458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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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镀锌：民营期货拉涨 市场暂且观望。武汉讯：30 日武汉镀锌报价维持平稳，市场大

户针对民营厂报价不一，有 7 月份期货资源报价相对较低，而将要出 8 月份期货的商家则较

为谨慎，毕竟 8月行情涨跌两难。具体价格方面：武钢 1.0*1250*C 报 4820 元/吨，宝钢黄石

1.0*1000*C 报 4810 元/吨，宜昌国诚、山力板带、兴冶报 4720 元/吨；彩涂方面：宝钢青山

0.5mm*1000*C 报 6600 元/吨，宝钢黄石 0.5*1000*C 报 6580 元/吨。上周末，黄石地区民营厂

出台 7月份结算价和 8月份期货调价信息，市场大户（7000 吨以上）结算价 4560 元/吨，然

后根据拿货量的多少进行加价。而下月期货价在 7 月份基础上上调 50 元/吨，商家订货成本

4780 元/吨。那么照此来看，钢厂方面对于 8月份挺价意愿毋庸置疑，但是市场商家则认为 8

月份需求可能更加清淡，多地高温天气使得部分下游企业陆续放高温假，那么近 10 天的采购

量可能会有明显减少。综合来看，8月份行情并不明朗，市场商家暂且观望。

上海镀锌：上海镀锌市场主稳个跌。价格方面：1.0 邯钢 4610 元/吨含税，较昨日稳；2.0

鞍钢莆田 4660 元/吨含税，较昨日稳；1.2 包钢 4680 元/吨含税，较昨日跌 20。

市场方面，尽管早盘期卷持绿运行，但现货市场基本面并未有太大不变，商家整体

调价意愿较低，稳价出货操作为主，现邯钢主流规格售价在 4610-4630 元/吨；又由于 7月钢

厂镀锌卷板结算周期已过，市场现货基本呈现倒挂局面；此外时值高温淡季，需求相对还是

不足，现货成交依旧乏力。综合考虑，预计短期上海本地镀锌板卷价格观望整理。

天津市场：镀锌管价格稳中整理。今日开市，天津市场镀锌管价格稳中整理，成交不佳。

天津市场 1.5 寸*3.25 友发镀锌管价格为 5040 元/吨，4寸*3.75 友发镀锌管价格为 4750 元/

吨，6寸*4.0 友发镀锌管价格为 5130 元/吨。

今日开盘，原料面，昌黎（HX）及唐山本地钢厂普碳方坯持涨 10 元后价报 3640 元/

吨，含税出厂；唐山瑞丰出厂：880-850 报 3900 稳，635-610 报 3900 涨 10，315-305 报 3910，

含税。市场面，今日津唐镀锌管暂无调价，昨日大邱庄镀锌管均跌 20-30，唐山地区均跌 20，

现 4 寸主流市价相差接近 40 元/吨左右。另外从需求和供应面上看，临近月底，资金压力紧

张，谨防后市风险，操作仍需谨慎。基于原料尚能坚挺，因此预计天津镀锌管市价或将稳中

盘整。



4

中国锌市场报告

内容主编： 李文昌 王地 田悦 王添天 王新丰 彭宇伟 周琪 黄倩 联系人：王地 021-26093828

2019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二 总第 10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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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元/

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江苏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8070-18390 元/吨，均价 18230 元

/吨；上海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9070-19290 元/吨，均价 19180 元/吨；山东地区氧化锌现

货成交价 18070-18290 元/吨，均价 18180 元/吨；河北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7970-18390

元/吨，均价 18180 元/吨；广东地区氧化锌现货成交价 19070-18190 元/吨，均价 19130 元/

吨。

今日氧化锌市场报价依旧维持平稳为主，从实际成交情况来看，由于厂家面临的客户群体不

太一样，出货情况各有不同，但整体成交情况较昨日无明显改善。部分氧化锌厂家因下游客

户轮胎厂处于淡季，订单骤减，出货情况显的比较迟缓，虽然对外报价平稳，但实际成交价

格处于阴跌状态，在下游轮胎客户较少且受环保冲击力度不大的企业来说，这类氧化锌厂家

交投价格基本平稳。因市场原料锌锭价格不稳定，下游轮胎厂进入全年淡季以来，市场观望

状态加重。建议业者谨慎操作，维持较低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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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0-23010 元/吨，均价 2296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上海 zamak-3 锌合

金现货 20510-20610 元/吨，均价 2056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上海 zamak-5

锌合金现货价 20810-20910 元/吨，均价 2086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无锡

zamak-3 锌合金现货 21010-21110 元/吨，均价 2106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市场成交一般；

宁波 zamak-5 锌合金现货成交价 20710-20810 元/吨，均价 20760 元/吨，上涨 230 元/吨，市

场成交一般。

今日各主流地区锌合金价格上涨 230 元/吨，市场成交总体表现一般。据我的有色网调研

的锌合金订单情况看，今日出货好于昨日。多数企业订单较昨日增加。广东地区，今日出货

在 30-50 吨之间的企业有 5 家，超过 100 吨以上的有 3家。整体订单增加明显，主要原因是

下游终端前期库存较少，有所被动补库。但是由于价格上涨，锌合金厂家前期库存保持低位，

今日原料库存紧张。明日如果价格继续上涨，下游订单继续增加的话，那么被动采购锌锭的

动力是存在的。浙江地区，昨日 0 订单的企业今日订单增加。今日，浙江地区所调研的样本

企业中，无 0订单的情况。20-50 吨之间为常态。宁波两家大厂订单超过 100 吨。天津及河北

地区的热镀锌合金订单相对压铸合金的话没有明显的起色。湖南地区订单情况一般，较为稳

定。综合来看，明日锌合金原料锌锭有补库需求，预计锌价暂时不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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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后市展望

今日期锌1909开盘19525最高19785最低19460收盘19690结算19615涨315成交372886

手。 30 日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7.85；盈亏平衡比值 8.19；进口理论成本 20444.59；现货锌锭

进口亏 834.59 元/吨 。日内沪锌继续反弹，国内社会库存下降或对锌价有一定支撑，冶炼厂

出货正常，贸易商出货比较积极，但接货者稍显谨慎，沪粤津三地成交偏淡；下游观望情绪

较浓，采购意愿不佳，整体成交不及上一交易日。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

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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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

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

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损失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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