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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库存持续下降

沪锌延续涨势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4700 +80

锌精矿 17100 +170

铅 锭 18200 +100

锌 锭 23540 +220

铅合金 18175 +100

锌合金 24500 +220

氧化锌 21260 +220

锌 粉 25140 +220

1#白银 4087 +23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冶炼厂集中检修，下游消费旺季，锌锭供应预计偏紧，今日锌价领涨
有色金属。沪铅维持震荡，现货报价较上一交易日持平，冶炼厂维持
长单供应，持货商积极出货，下游畏高观望，整体成交一般。沪锌高
位震荡，市场普遍看涨，现货较上一交易日涨 220 元/吨，贸易商出货
积极，下游畏高观望，买兴不佳，整体成交趋弱。

◆ 宏观导读

 潘功胜：中国外储充裕 近期将邀外企开座谈会

3月 20 日潘功胜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进行了题为“跨境资本流

动：挑战与应对”的发言。他对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以及影响

外储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详细说明。潘功胜强调，外汇局将本着开

放的态度与市场沟通，计划近期邀请外资企业去外汇局座谈。

 经合组织警告经济调整减速 全球经济将面临风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之际，各国

政府迟迟不愿做出对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的政策调整，使全球经

济摆脱“低增长陷阱”的能力面临风险。

 美元加息靴子落定 金价开启反弹行情

上周，悬在黄金市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美联储正

式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但由于市场已经提前消化加息预期，黄

金市场反而开始反弹，黄金也录得周线上涨，一度上探 1233 美

元点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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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锌镍貌似雾里看花，其实是机不可失

铜锌镍今日走势分化，锌一如既往的维持强势，盘中并未受铜和

镍下跌拖累，延续强势行情，尽管铜和镍略微走低，但幅度有限，

主力更可能是诱空。目前对多头貌似雾里看花，其实是机不可失，

今日的调整同样是为后期的上涨做准备

 哈萨克斯坦 1-2 月铜和锌产量减少 钢材产量增加

阿斯塔纳 3 月 17 日消息，统计委员会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哈

萨克斯坦 1-2 月精炼铜产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3.3%，精炼锌产量小

幅下滑 1.0%，但粗钢产量同比跳升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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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2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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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0 +220 -60 -10
上海 久隆 0# 23540 +220 -80 -10
广东 麒麟 0# 23510 +200 -110 -30
天津 紫金 0# 23620 +270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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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0-23590 元/吨，均价 235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220 元/

吨。20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双燕 5-50~60、会泽、豫光 5-70；秦锌、久隆、麒麟 5-80；

印度 5-120 。锌价持续上涨，贸易商出货积极，市场现货供应充裕。锌价大涨，市场贴水报

价变化不大，普通成交于 5月贴水 90 元/吨左右，市场成交一般，下游普遍畏高观望，买兴

不佳，整体成交趋弱。

天津市场 0#锌锭市场主流成交价 23570-23670 元/吨，均价 236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涨

270 元/吨。紫金对沪 5月平水出货，红烨、百灵 5-70 左右成交，锌价持续上涨，下游维持按

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23530 23530 23540 23540 2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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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锭报价 22500-23550 元/吨，主要成交价格在 23530 元/吨，较上个交易

日涨 220 元/吨。今日沪锌价格持续上涨，贸易商报价贴水稍有扩大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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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下游价格上涨拿货的积极性有所下降，

维持按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市场观点：冶炼厂检修频出，锌价延续涨势。

锌后市展望
后市展望：期锌 1705 开盘 23520 最高 23930 最低 23415 收盘 23780 结算 23690 涨 490 成

交 625316 手。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8.3，盈亏平衡比值 8.56；进口成本 24274 元/吨，现货锌

锭进口亏损 734 元/吨。基本面，锌矿供应紧张局势依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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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厂家开工率提升，锌锭需求转好，库存持续下降。锌锭现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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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预计偏紧，市场普遍看涨，预计下一交易日锌价维持震荡偏强，运行区间 23400-24000，谨

防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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