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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价止跌回升 市场成交一般

行业热点快讯：
 西藏鑫湖矿业开启原矿外销模式

6 月，祖国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高温炎夏，而地处青藏高原海拔 5200 米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

公司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洞中拉矿部营地依然漫天大雪。该公司员工克服极度缺氧、通讯落后、交

通闭塞、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等重重困难，在驰宏锌锗的全力支持下，于 6 月 3 日上午顺利地将第一车

铅锌原矿装车过磅交付，正式拉开西藏鑫湖矿业原矿外销的序幕，为实现全年扭亏为盈奠定了基础。

 “新型稀土铝锌合金智能生产系统及示范应用”项目顺利通过工信部验收

由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与矿冶集团共同承担的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新型稀土铝锌合

金智能生产系统及示范应用”项目在云南驰宏公司会泽冶炼厂顺利通过了工信部组织的验收。项目首

次在国内将电解车间的锌片电积、剥离、锌合金自动码垛、打捆、称重、转运到集装箱。

 汽车行业开放力度加大 新能源新模式成合作重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 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增长 4%和 5.9%，同比增长 18.2%和 14.5%，

增幅比上个月分别扩大 15.9 和 10.1 个百分点。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回暖，众多跨国汽车巨头对

中国市场的信心不断增长，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新能源、新模式等成为投资的重点。

期货市场评述：
期货走势：今日 LME 锌价震荡走高，国内收盘时报价 2014.5 美元/吨，日涨 13 美元/吨。昨夜锌

价止跌震荡上行，但回升幅度不大，今日锌价延续回升趋势，日内整体偏强震荡，回升到 16500 附近。

今日主力合约 2007 运行区间 16265-16580 元/吨，收涨于 1654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195 元/

吨，结算价 16420 元/吨，成交量 124363 手。

技术面：沪锌主力整体震荡上行，回补昨日跌幅，且回升至均线组上方，期价日线 KDJ 指标拐头

向上，MACD 绿柱缩短；预测夜间锌价延续反弹趋势，整体震荡上行，需注意临近区间上端，减仓观

望。主力合约 2007 预计区间：16400-16800 元/吨。

基本面：冶炼厂今日出货意愿一般，出货量不大，部分炼厂检修或出货慢，市场货源稍紧；今日

早间贸易商报价较谨慎，市场货源略紧，商家手里货量不多，但部分进口锌在市场上流通；早间锌价

小幅回升，市场升水调整幅度不大，但市场接货商偏少；今日下游企业拿货情绪依旧不高，因订单量

不大，需求减弱，仅部分入市询价，按需采购拿货；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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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锭市场评述：
期货价格：16410

锌锭现货市场价格（单位：元/吨）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价格 涨跌 期货升贴水 升贴水涨跌

上海 双燕 0# 16600 +100 +190 -

上海 秦锌 0# 16580 +100 +170 -

广东 麒麟 0# 16460 +90 +50 -10

天津 紫金 0# 16690 +80 +280 -2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沪锌2007合约 10点15分的最新价。）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 16530-16630 元/吨，均价为 1658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100 元/

吨。16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秦锌 7+170；久隆 7+170；麒麟 7+170；豫光 7+170;火炬 7+550；

双燕 7+190；白银 7+180；驰宏 7+190；SMC7+140;;AZ7+140；YP7+130；宁波铁峰 7+170。今

日沪锌整体止跌小幅回升，日内持续偏强震荡上行，临收盘维持在 16500 附近；今日贸易商出货较为

积极，因锌价回升，市场升水调整幅度不大，早间双燕驰宏报价 7+190 左右，成交一般，普通品牌报

价在 7+170 左右，成交尚可；今日成交多数为贸易商间交投，消费端没有大的变化，按需采购，市场

整体成交一般。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 16580-16680 元/吨，均价为 166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90 元/吨。

16 日天津市场 0#锌锭升贴水：紫金 7+280，红烨 7+250，驰宏 1#7+80，白银电锌 7+300，哈锌

7+100，铁峰 7+180，kz7+180，日本 7+200，四环送到 7+200，豫光送到 16870。昨夜锌价止跌

震荡上行，但回升幅度不大，今日锌价延续回升趋势，日内整体偏强震荡，回升到 16500 附近。冶炼

厂今日出货意愿一般，出货量不大，部分炼厂检修或出货慢，市场货源稍紧；今日早间贸易商报价较

谨慎，市场货源略紧，商家手里货量不多；早间锌价小幅回升，市场升水调整幅度不大，但市场接货

商偏少，今日紫金成交在升水 230-280 元/吨，其他品牌成交量较少，多数成交在升水 170-220 元/

吨；今日下游企业拿货情绪依旧不高，因订单量不大，需求减弱，仅部分入市询价，按需采购拿货；

今日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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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市场 0#锌锭价格 16410-16510 元/吨，均价为 1646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90 元/吨。

16 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 7+60～90；铁峰 7+60；蒙自 7+90；丹霞 7+100；会泽 7+90；

飞龙 7+60。今日锌价震荡小幅上升，冶炼厂出货正常，早间现货市场报价积极，部分持货商对沪 7 月

升水 60 附近有部分长单成交，升水小幅上升，市场需交投稍显活跃；随后市场升贴水运行平稳，市场

流通货源比较宽松，贸易商主要以出货为主；上午部分持货商反馈基差拉近的时候成交尚可，下午市

场换月报价铁峰 8+120；会泽 8+140；飞龙 8+120；蒙自 8+140；丹霞 8+150~160；下游逢高观

望情绪较浓，整体成交偏弱。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锌下游市场评述：
镀锌 ：

据我的有色网调查了解，今日镀锌板卷市场报价：上海市场 4020-5400 元/吨，天津市场

3910-4680 元/吨，乐从市场 3930-5110 元/吨，博兴市场 3900-5000 元/吨，广州市场 3930-5120

元/吨，厦门市场 3970-5730 元/吨，宁波市场 3910-5720 元/吨，南京市场 409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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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镀锌板卷指数为 88.83，与上一交易日持平。截至发稿，1.0mm 镀锌板卷平均价格为 4504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3 元/吨。今日国内镀锌价格暂稳运行，出货较上一交易日略有下降。从品种

价差来看，目前国营钢厂镀—热价差在 700 元/吨左右，民营钢厂镀—热价差在 600 元/吨左右，略低

于正常价差范围；从成本端来看，本月各大钢厂出台期货调价信息，操作基本上调，对于后期价格起

到一定支撑作用。

天津冷镀：16 日天津冷镀板卷价格下调 10-20 元/吨，市场交投氛围一般，成交一般。目前市场

品牌 麒麟 铁峰 丹霞 慈山 久隆 飞龙 蒙自 吉朗

价格 16460 16460 16470 16470 16450 16460 16470 16440

涨跌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地区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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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相对疲软，商家日均成交较正常水平偏低。心态方面，大部分商家操作上仍以稳价出货为主，预

计明日国内涂镀板卷价格或将平稳运行。

西南冷镀：据了解，近期各大钢厂出台 7 月份订货价格，对于后市表现乐观，订货价格上调。需

求方面，淡季效应还是较为明显，成交量上较前期有明显下降。成都冷轧：今日市场主流报价暂稳，

市场整体资源偏紧，下游采货意愿不强，成交偏弱，主导钢厂有望本月下旬恢复 1250 资源供应，预计

明日价格弱稳运行。成都镀锌：今日市场镀锌价格暂稳，受天气情况影响，今日成交偏弱，目前镀锌

资源生产及运输问题尚未完全恢复，仍存在资源紧张情况，预计明日价格表现稳定。

乐从冷镀： 16 日乐从冷轧市场上涨 40 元/吨，市场反馈有价无市，整体呈供需两弱格局，市场

资源偏紧，下游需求同样不甚理想，预计明日或将部分补涨；今日乐从镀锌板卷价格暂稳运行，商家

反馈，今日市场成交较昨日稍有减量，预计明日乐从镀锌板卷价格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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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0-19770 元/

吨，均价 1972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上海 zamak-3 锌合金现货 17270-17370 元/吨，

均价 1732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上海 zamak-5 锌合金现货价 17570-17670 元/吨，

均价 1762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无锡 zamak-3 锌合金现货 17770-17870 元/吨，均价 17820 元

/吨，上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宁波 zamak-5 锌合金现货成交价 17370-17470 元/吨，均价 17420

元/吨，上涨 100 元/吨，成交一般。

中国锌合金主流地区锌合金价格上涨 100 元/吨，下游消费未见明显好转，价格上涨主要受到宏观

消息刺激。广东地区，订单依旧惨淡，部分企业停工或者间歇性生产。浙江地区，有大厂本周停产检

修，但是检修也很难提高作业率降低成本。锌锭加工费锌合金成本已经没有多少下降的空间。江苏地

区，部分企业考虑上机器人，以降低成本，不过综合成本也是要暂时上升的。福建地区，高端货源较

少，多数以非标锌合金及再生锌合金为主，企业保本为目的。综合看，锌合金随锌价反弹高度有限。

氧化锌：

我的有色网讯今日广东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15380-15780 元/吨，均价 15580 元/吨，较上一

交易日上涨 80 元/吨。河北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15130-15510 元/吨，均价 15320 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上涨 90 元/吨。山东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14730-15630 元/吨，均价 15180 元/吨，较

上一交易日上涨 90 元/吨。上海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15410-16170 元/吨，均价 1579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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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90 元/吨。江苏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15150-15450 元/吨，均价 15300 元/吨，

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90 元/吨。成交情况一般。

据我的有色网了解：锌价回调 100 元/吨，与昨日跌幅相抵消，与企业预期一致，氧化锌报价均未

调整。上游方面，锌渣锌灰供货紧缺，氧化锌厂在一定的系数购买意愿较强。锌锭货源充足，大多数

用 0#锌锭的厂家和贸易商都有长期合作，但实际采购价比网价要高。氧化锌厂正常开工，中大型企业

装置运转在 7 成左右，厂内保持 200-300 吨的低库存，根据订单量采购锌锭，保持一定量的原料库存。

而小厂基本是压力利润出货，保持持续经营状态渡过疫情消费淡季。下游层面，厂家随行就市，以按

需采购为主，氧化锌厂家走货迟滞，短期内氧化锌弱势格局很难改变。。

锌后市展望
今日期锌 2007 开盘 16285 最高 16580 最低 16265 收盘 16540 结算 16420 涨 195 成交 124363

手。16 日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8.28；盈亏平衡比值 8.48；进口理论成本 16889.02；现货锌锭进口亏 409.02

元/吨。矿端整体开工正常，市场流通货源略有松动；今日锌价偏强震荡，冶炼厂正常出货，早间锌现

货市场出货比较多，进口流入市场交投氛围偏弱，但实际需求一般；粤市现货升水持平，但市场铁峰

品牌锌锭流通比较充裕，上午贸易商间交投尚可，下午出货换月报价，粤市镀锌采购锌锭略好于锌合

金及黄铜企业；津市场交投氛围清淡；市场整体成交稍显活跃；随着市场报价趋于稳定，持货商调价

出货，未能提振市场需求；下游企业逢高刚需采购，整体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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