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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格上涨

沪锌震荡走强
品种 均价 涨跌

铅精矿 13020 +80

锌精矿 15880 +90

铅 锭 16100 +100

锌 锭 21960 +120

铅合金 16075 +100

锌合金 22920 +120

氧化锌 19680 +120

锌 粉 23560 +120

1#白银 4099 -18

铅锌价格走势图

铅锌主流地区期货库存图

◆ 今日行情

今日美元走低，上海有色金属价格指数上涨。沪铅供需两淡，

现货升水 100 元/吨左右，下游刚需采购，成交极为清淡。沪

锌震荡反弹，市场可流通现货较为紧缺，持货商报价坚挺，持

续高升水出货，下游普遍畏高观望，整体成交趋弱。

◆ 宏观导读

 工信部：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6.8%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增速同比加快

1个百分点，其中 3月份增长 7.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4%，

同比加快 0.9 个百分点。

 报告预计 2020 中国消费信贷规模超 12 万亿 风险仍存

4月 25 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的“消费金融：发展与创

新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消费金融创新报告》

指出：2016 年末，居民消费信贷总量估计在 6万亿元左右，约占

消费支出的 19％。如果按照 20%的增速预测，我国消费信贷的规

模到 2020 年可超过 12 万亿元。

 铁路货运量近五年来首现增长 一季度同比增 15.29%

中国铁路总公司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一季度，国家铁路

货运量 7.24 亿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0.96 亿吨，同比增长 15.29%。

这是铁路货运在持续近五年的下跌之后，首次出现增长。

◆ 行业导读

 罗平锌电一季度扭亏 半年报预盈

罗平锌电 4月 25 日晚披露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营收为 2.39

亿元，同比增长 198%，净利为 573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关于盈

利原因，罗平锌电表示，主要系铅精矿、锗精矿、锌锭销售量和

销售价均同比增加，加之财务费用大幅度下降所致。

 铅蓄电池拟建立溯源编码

锌业股份 4 月 19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计划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今年拟循环操作投入套期保值业务金额（保证金）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套保业务只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上期所锌、

铜、铅金属期货品种。

 社会库存下降 沪锌偏强震荡

全球锌矿企业产量的复产更趋明朗，未来原料紧张局面或难持

续，中期锌价继续承压。不过，短期国内锌锭紧缺格局延续，高

升水对期货价格形成强支撑，沪锌或延续窄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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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市场追踪

期货价格：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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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 +120 +400 -
上海 秦锌 0# 21960 +120 +360 -
广东 麒麟 0# 21790 +130 +190 +10
天津 紫金 0# 22050 +50 +450 -7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锌主力合约 1706 10 点 15 分的卖价。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为 21910-22010 元/吨，均价 2196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涨 120 元/

吨。25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双燕 6+400；豫光 6+370；秦锌、麒麟、慈山 6+360~380。

今日沪锌震荡反弹，冶炼厂到货较少，市场现货偏紧，持货商高升水出货，报价坚挺，市场

整体交投一般。下游前期备货充足，日内成交较少，普遍畏高观望，整体成交趋弱。

天津市场 0#锌锭现货 22000-22100 元/吨，均价 22050 元/吨，涨 50 元/吨，沪锌震荡上

行，冶炼厂发货较少，市场可流通现货较为紧缺，持续升水出货。但是受环保督查影响，华

北地区镀锌厂多数停产整顿，锌锭需求疲软，市场整体成交偏清淡。

品牌 铁峰 麒麟 丹霞 慈山 久隆

价格 21790 21790 21800 21800 21780

涨跌 +130 +130 +130 +1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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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锭报价区间 21740-21840 元/吨，市场均价为 21790 元/吨，比上一交易

日涨 130 元/吨。26 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铁峰、会泽 6+190；久隆 6+180；今日

锌价有所上扬，上午报价较高，成交偏淡；接着持货商调价，成交有所缓和，现货市场需求

不佳，下游采购一般，市场成交总体偏弱。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380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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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后市展望
后市展望：期锌 1706 开盘 21600 最高 21830 最低 21335 收盘 21645 结算 21595 涨 160 成

交 687374 手。沪伦的内外比值为 8.51，盈亏平衡比值 8.58；进口成本 22139 元/吨，现货锌

锭进口亏损 179 元/吨。今日锌价震荡反弹，冶炼厂少量放货，市场现货持续偏紧，持货商升

水报价疲软，整体成交趋弱。下游方面，受环保监察影响，部分镀锌厂停工整顿，开工率下

降，锌锭采购积极性较低，多数畏高观望，市场整体成交一般。整体而言，本周锌价延续震

荡行情，谨防高位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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