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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锌价持续上涨

市场交投清淡

品种 今日 涨跌

铅精矿 12775 -

锌精矿 12702 -

铅 锭 15550 -

锌 锭 18360 +30

还原铅 13400 -

锌合金 19325 +30

氧化锌 17630 +30

锌 粉 20715 +30

1#白银 4000 +10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现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中国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7%，符合预期。由于中国政府加大

财政支出，及房地产繁荣抵消了持续疲软的出口，中国第三季度

GDP 则呈现稳步扩张的态势，缓解国内投资担忧。今日铅价震荡

维稳，现货品牌较少，持货商挺价惜售，下游蓄电池厂按需采购，

以长单提付为主，散单几无成交，市场交投偏清淡。锌价持续上

涨，下游需求疲软，多数畏高观望，采购积极性下降，整体成交

较为清淡。贸易商持货挺价，升水较昨日维稳，市场交投清淡。

◆ 宏观导读

 前9月财政收入增5.9% 楼市火爆带动房产税收大增

财政部 19 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达 11222 亿元，

同比增长 4.9%。前 9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 121400 亿元，同

比增长 5.9%。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和消费保持稳定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35元，同比名义增

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247元，同比名义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4%。

 发改委推介668个民企PPP项目 总投资1.14万亿元

日前，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共同在北京召开

2016民营企业PPP投资项目推介会，向民营企业推介了668个、总

投资约1.14万亿元的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

 31 城失业率三年来首次低于 5% 东北用工需求低迷

在 19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介

绍，目前就业好于预期，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1067 万人，提

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预期目标。9月份 31 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

业率低于 5%，这是自 2013 年 6 月份以来首次低于 5%。

◆ 行业导读

 世界金属统计局：今年1-8月锌市场供应短缺2.9万吨

伦敦 10 月 19 日消息，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公布的报告

显示，2016 年 1-8 月全球锌市场供应短缺 2.9 万吨，2015 年全

年则为供应过剩 10 万吨。1-8 月报告库存减少 2.5 万吨。在 8

月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库存增加 1.99 万吨，月末库存较 2015

年末减少 1.16 万吨。LME 库存占全球总量的 43%。中国需求同比

增加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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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市场追踪
上海市场:铅基本面较弱，今日铅价高位盘整，报价区间在 15450-15600 元/吨，均价 15525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持平。白银报 1548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持平；南方报 15350 元/吨，

较上个交易日持平；豫光报 1570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持平；双燕报 15520 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持平；恒邦报 155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持平；驰宏报 15750 元/吨，较上一交易

日上涨 50 元/吨；秦原报 155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50 元/吨；期盘震荡盘整至 15480

元/吨，沪市货源依旧较为紧张，品牌报价较少，贸易商惜售挺价，现货价格较为维稳，但品

牌较少，期盘大幅震荡，下游畏高心理将持续，按需采购，市场成交多刚需采购，多长单整

体成交无明显改善。

表一 10 月 20 日 上海地区铅锭主流品牌现货报价表

单位：元/吨

地区 品牌 规格 现货价 涨跌

上海 白银 1# 15480 -

上海 南方 1# 15350 -

上海 豫光 1# 15700 -

上海 双燕 1# 15520 -

上海 恒邦 1# 15650 -

上海 驰宏 1# 15750 +50

上海 秦原 1# 15550 +5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铅后市展望

综述，今日铅价走势震荡，日内沪期铅主力 11 月合约，早盘走势平稳后期期盘震荡走强；

日内最高收于 15665 元/吨，最低收 15370 元/吨，尾盘终收 15450 元/吨，较上一个交易日下

滑 35 元/吨，跌幅 0.35。外盘方面,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铅报价 1997.5 美元/吨，上海与伦

敦的内外比值为 7.7。全部合约成交 6660 手,持仓量减少 2310 手至 17494 手。整体来看，铅

短期内维持震荡偏强运行概率较大。市场方面，今日期盘高位震荡，后在 15480 附近浮动，

期盘震荡盘整，各市场贸易商挺价惜售，报价品牌减少，现货价格较为坚挺，市场价格较为

维稳，但下游市场畏高心情依旧持续，市场成交多刚需采购，多提长单；也有少部分地区现

货趋紧，下游询价较多但成交较少，仍有一定畏高情绪，以提长单为主。节后市场货源紧张

情况或将延续，现已逐渐转淡，整体成交较昨日无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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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18230

表二 10 月 20 日 锌锭主流品牌现货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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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0 +20 +140 -10
上海 秦锌 0# 18360 +30 +130 -
广东 麒麟 0# 18240 +30 +10 -
天津 紫金 0# 18440 -30 +210 -6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611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今日 0#锌锭主流报 18310-18410 元/吨，均价 18360 元/吨，较上一个交易日上

涨 30 元/吨。锌价持续上涨，需求疲软，下游畏高观望，采购积极性下降，整体成交较为清

淡。贸易商持货挺价，升水较昨日维稳，双燕对沪 12 月升水 130-140 元/吨，秦锌麒麟货少，

持货商挺价升水140元/吨出货，国产注册主流品牌久隆飞龙等对沪12月升水130元/吨左右，

普通注册升水 120 元/吨好成交，市场交投氛围一般。进口锌交割货源流出，AZ 对沪 12 月升

水 100 元/吨，西班牙对沪 12 月升水 100 元/吨，进口亏损，价格偏高，成交较为惨淡。

天津市场：0#现货紫金 18420-18460 元/吨；红烨报 18410 元/吨。早盘报收于 18315 元/

吨后在 18260 左右浮动，货期盘高位震荡盘整，现货锌价小幅走高，炼厂出货量较少，贸易

商积极报价挺价较为明显，市场价格坚挺，天津总体货量较少，下游采购积极性不高，少部

分维持观望，成交走弱。

表三 10 月 20 日广东地区主流锌锭品牌现货报价表

单位：元/吨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18240 18240 18270 18260 18230

涨跌 +30 +30 +30 +30 +30

地区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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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市场：0#锌锭报价 18200-18270 元/吨，主要成交价格在 18240 元/吨，较上个交易

日涨 30 元/吨。今日锌价小幅上扬，沪锌震荡上行，市场主流升贴水维持在贴水 10 元到升水

40 元。下游市场那货较上周有所放缓，整体成交一般。

锌后市展望

综述：今日，上海期锌价格小幅上涨。主力 12 月合约，以 18275 元/吨收盘，上涨 95

元,涨幅为 0.52%。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锌报价 2304.5 美元/吨。现货市场，市场升贴水较昨

日变化不大，交割之后市场货源较多，贸易商积极出货，交投活跃度一般。下游拿货一般，

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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