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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美元指数下跌

金属提振反弹

品种 今日 涨跌

铅精矿 11365 +100

锌精矿 11750 +200

铅 锭 13650 +100

锌 锭 17180 +240

还原铅 11800 +125

锌合金 18150 +240

氧化锌 19170 +100

锌 粉 20300 +200

1#白银 4416 +37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现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今日受美元下跌影响，金属价格全面反弹，7 月官方 PMI 指数 49.9%，

微低于临界点，经济稳中有进。今日铅价大涨，提振市场信心，持货

商正常报价，下游谨慎接货，整体成交偏弱。锌价震荡上行，炼厂正

常出货，贸易商挺价少出，市场货源略少。下游畏高，需求清淡，多

数维持观望，整体成交寥寥。

◆ 宏观导读

 7月大宗交易金额创年内新高 金融行业交投活跃

在 7月先扬后抑的走势中，上市公司股东减持的热情并未受行情

影响而消退。作为股票减持的主要通道之一，大宗交易平台的成

交金额连续四个月增长，7月大宗交易共成交 825.89 亿元，创下

年内新高。金融行业最为活跃，当月交易近百亿元，成为 7月大

宗交易上最活跃的行业。

 发改委发文力促互联网+物流发展 实现物流信息互联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

见》，推动政府物流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促进企业间物流信息

以及企业商业信息与政府公共服务信息的开放对接，实现物流信

息互联互通与充分共享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间，将完成 12 项互联网+物流的建设目标。

 新华社七评中国经济：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的巨轮正稳步向前，在其行进的道路上，如何处

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如何走好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之路，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亮点。

◆ 行业导读

 河钢国际为德国EMW公司供货7250吨高端镀锌板

河钢国际邯郸分公司与德国 EMW 公司开展合作，今年以来已经成

交数单共计 7250 吨镀锌板高端产品出口合同，主要牌号涵盖多

个系列主要品种钢。EMW 公司是欧洲最大、最现代化、最有效率

的钢材加工服务中心。经过小批量镀锌板产品试用，EMW 公司十

分认可河钢邯钢零花镀锌的产品质量，希望长期循环订货，并表

示愿进一步拓展多个牌号酸洗卷产品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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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市场追踪
上海市场，铅基本面较弱，今日铅价震荡走势，报价区间在 13550-13700 元/吨，均价 13625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上涨 150 元/吨。南方报 138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200 元/吨；

恒邦报 13830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上涨 150 元/吨；成源报 13735 元/吨，较上一工作日上涨

200 元/吨；铜冠报 1385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200 元/吨；水口山报 13835 元/吨，较上

一工作日上涨 150 元/吨；贸易商惜价挺售，对铅价持看涨情绪，市场供货紧张，导致现货价

格走势坚挺，电池消费旺季来临，厂家开工率上升，多惜货挺价情绪高涨，但厂家观望情绪

依旧较为浓厚，维持按需采购，价高少拿货，多提长单，散单成交依旧较少，期盘持续上涨，

整体成交清淡。

表一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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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 1# 缺 -

上海 南方 1# 13850 +200

上海 恒邦 1# 13830 +150

上海 成源 1# 13735 +200

上海 蒙自 1# 缺 -

上海 铜冠 1# 13850 +200

上海 水口山 1# 13830 +150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铅后市展望

综述，今日铅价走势震荡上扬。主力 9月合约，尾盘终收 14050 元/吨，上涨 340 元,涨幅

2.48%。当日 15：00 伦敦三月铅报价 1842.51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6，全部

合约成交 18164 手,持仓量增加 1204 手至 23328 手。整体来看，铅基本面依旧疲软，短期内

维持震荡偏强运行概率较大，操作上建议观望。现货市场, 铅价走势高涨，支撑力度较为坚

挺，部分市场持货商报价减少，期盘高位运行价高少拿货，对后市持观望状态，电池需求旺

季来临，厂家开工率上升，价高少拿货，观望情绪依旧较为浓厚，受铅精矿紧缺，环保检查

等因素，加之炼厂挺价惜售情绪逐渐高涨，对后市看涨较多，使之市场货源进一步减少，成

交较为清淡，成交多以长单为主，散单成交较少，市场整体对铅后市依然较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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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1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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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0 +240 -10 -
上海 秦锌 0# 17180 +240 -30 -
广东 麒麟 0# 17100 +240 -110 -
天津 紫金 0# 17180 +160 -30 -8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609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今日 0#锌锭主流报 17130-17230 元/吨，均价 17180 元/吨，较上一个交易日上

涨 240 元/吨。锌价上涨，市场货源收紧，现货报价维持上一交易日贴水，贸易商报价较少，

多数惜售少出。双燕对沪 9月贴水 10元/吨，秦锌久隆等普通品牌对沪 9月贴水 30元/吨，

下游消费淡季，需求不佳，市场有价无市，成交几无。进口锌方面报价偏少，AZ、西班牙报

对沪 9月贴水 50至 40 元/吨，下游畏高观望，整体成交趋于清淡。

天津市场： 今日天津 1#现货紫金 17180 元/吨，涨 160 元/吨；商洛 17180；红烨 17180，

涨 160 元/吨；期盘回涨，炼厂厂价高积极出货，贸易商积极报价，报价区间较小，锌价回涨，

下游订单减少导致拿货量下降，总体采购回暖，成交有所好转。

表三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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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0 17100 17110 17110 1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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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锭报价 17050-17150 元/吨，主要成交价格在 17100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

涨 240 元/吨。对应期锌主力 09合约贴水 120 至 100 出货。今日锌价格反弹，贸易商积极出

货，下午盘面依然强劲，市场贴水稍有扩大，交投整体一般。价格猛涨，下游畏高采购积极

性不高，加之上周价格下跌，稍有备货，整体成交清淡。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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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后市展望

综述：沪锌期价小幅走高，今日现锌主流成交于 17130-17230 元/吨，涨 240 元/吨。日

内沪锌主力 1609 合约早盘维持震荡,重心上扬。日内最高收于 17380 元/吨，最低收 16870 元

/吨，尾盘收报17365元/吨，涨幅为2.48%。成交量为270710手，持仓量减少16626手至 150976

手。行业面，据了解，湖南地区因矿山安全检查影响，预计 8月 15 日后多数矿企停产增加，

锌精矿产量将继续大幅减少，锌精矿紧缺态势加剧，供需平衡好转将继续给予锌价支撑。盘

面上来看，锌价延续高位震荡偏强，区间整理格局不变。外盘方面， 截止今日 15：00 伦敦

三月锌报价 2269 美元/吨，上海与伦敦的内外比值为 7.65。现货市场，锌价维持高位，现货

贴水与上周持平，冶炼厂积极出货，但下游因畏高多持观望，整体采购少，市场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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