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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精矿供应如预期增加，加工费维持高位，截止目前，国产矿加

工费平均水平为 6450 元/金属吨，实现加工费在 7800 元左右，进口

矿加工费提升至 255 美元/干吨。在如此高的加工费下，国内冶炼产

能释放将会加速，包括株冶第一条线达产，第二条线启动，以及汉

中锌业部分产能的重启，叠加 4月份检修企业的复产，预计供应增

量较为明显。

目前锌价的支撑因素在于国内消费旺季下的库存去化和 LME 市

场低库存和高升水。截止 4月 29 日，我国锌锭三地社会库存为 16.86

万吨，较 3月末下降 4.39 万吨。4月 LME 市场库存增加，但 Back

结构扩大，截止 4月 29 日现货升水高达 128.5 美元/吨，在此结构

下，伦锌下跌暂难顺畅。但目前来看，国外挤仓情绪已经减弱，库

存增加预期趋强，一旦出现连续交仓，库存对于锌价的支撑将会坍

塌。

总的来看，5月份锌价受到国内供应增长的压力会不断加大，但

由于国内库存去化以及 LME 市场强 Back 结构及较低库存，下跌过程

暂难顺畅，预计会走出先扬后抑的走势，1906 合约下方暂看 20800

元/吨。操作上趋势性操作维持逢高布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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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4月锌市场行情回顾

4 月份 LME 市场库存增加，国外挤仓情绪减弱，叠加美元指数强势，LME 三月期锌价格震荡下跌，

盘中最低 2726.5 美元/吨，最大跌幅 7.8%。但现货升水居高不下，临近月末锌价止跌企稳，截止 4

月 29 日收于 2798 美元/吨，录得月均价 2846 美元/吨，环比上涨 1.2%。

国内锌价一方面受到 LME 市场的拖累，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费高位，冶炼产能释放预期加速，价格

表现弱于外盘，从 23000 左右的高度一路下跌，最大跌幅近 2000 点。同样临近月末，一方面由于外

盘止跌，另一方面国内库存持续下降，国内锌价企稳反弹，截止 4月 30 日收于 21845 元/吨，月均价

22181 元/吨，环比涨幅 1.3%。

图1-1：LME三月期锌价格走势及库存情况 图1-2：LME市场现货升贴水（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1-3：沪锌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图1-4：国内0#锌升贴水（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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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锌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精矿供应如预期增加

（一）国外矿山如期放量

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统计数据，1-2 月份国外锌精矿产量为 145.9 万吨，同比增长 9.6%

（12.8 万吨），2月单月产量 73.6 万吨，环比增长 1.7%。

图2-1：国外锌精矿月度产量（千吨）

资料来源：ILZSG，中期研究院

根据各国际矿业集团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多数新产能稳定释放。

（1）MMG 一季度完成锌精矿产量 57151 吨，同比增长 21%，其中 Dugald River 一季度产量为 38665

吨，同比增长 35%。报告同时披露，尽管昆士兰地区暴雨事件，但公司维持年度生产计划不变，计划

2019 年完成锌精矿产量 16.5-17.5 万吨。

（2）New Century 矿 一季度锌产量达到 18170 吨，季度环比增长 50.4%。锌精矿品位由 2018 年

4 季度的 47%提升至 48.3%。同时根据公告，2季度采矿能力将达到 1000 万吨，到年底，进一步提升

至 1500 万吨。

（3）Vedanta 公布的 2019 财年（2018.04-2019.03）的年报显示，Zinc India(印度斯坦锌业)累

计完成矿产量同比小幅下降 1%，主要由于 R矿露天转地下的影响，预计 10 月份全部调试完成，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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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有望增加。同时披露的 Gamsberg 矿 1.7 万吨，其中 1-3 月产量为 7000 吨，略低于预期，但据了

解目前生产正在提速。

（4）嘉能可一季度自有资源锌产量 26.2 万吨，同比增长 8%，其中澳大利亚的 Mount Isa, McArthur

River 一季度锌精矿产量为 15.09 万吨，同比增长 37%。

（5）墨西哥 Fresnillo 矿业公司一季度锌精矿产量为 21752 吨，同比增长 14%。

（6）Red River Resouce 公布的报告中披露 Thalanga 矿一季度的产量创下记录新高，为 8952 吨，

季度环比提升 16.3%。

受锌精矿供应增长，4月份初 Teck 资源 和 Korea Zinc 达成的长单加工费 245 美元/干吨，锌价

基准为 2700 美元/吨。这一加工费水平较 2018 年上涨 98 美元/干吨，上调幅度为 1990 年以来第二高

（第一高为 2007 加工费由 2006 年的 128 上调至 300 美元/干吨），这也体现了矿的供应格局。

图2-2：锌精矿长单加工费（美元/干吨）

资料来源：中期研究院

（二）国内矿提产，供应充裕

4 月份北方矿山悉数复产，国内供应随之增加。从进口矿来看，由于自 1月末以来进口窗口持续

关闭，抑制进口矿流入。根据海关统计数据，3月我国进口锌精矿 20.2 万吨，环比下降 30.1%，同比

下降近 40%；1-3 月累计进口量为 82.3 万吨，同比下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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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国内锌矿山月度开工率 图2-4：我国锌精矿进口量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尽管进口矿减少，但 4月份国内包括白银有色、葫芦岛、河池南方等多家炼厂检修，影响精矿需

求，整体供应依然充裕。因此 4月份锌精矿加工费进一步提升，截止 4月最后一周，国内锌精矿加工

费成交于 6150-6750 元/金属吨，进口矿主流成交于 245-265 美元/干吨。

从 5月来看，随着检修企业复产，以及株冶、汉中部分产能提产，对锌精矿需求有望增加，加工

费将持稳或小幅下调。

图2-5：锌精矿月度加工费 图2-6：分地区锌精矿周度加工费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二、供应端影响权重加大

（一）供应增加预期即将兑现

根据安泰科统计，2019 年 1-3 月份其统计范围内的 48 家冶炼厂合计生产锌及锌合金 116 万吨，

同比减少 3.4%。 3 月份单月产量为 40.4 万吨，同比增加 6%。从 4月份来看，检修与复产并进，预

计产量维持少量增长。白银有色、驰宏锌锗、河池南方等检修，但包括株冶第一条线提产、三立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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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贡献增量，四环锌锗检修后复产、罗平锌电枯水期结束复产，以及汉中锌业部分产能复产等等，预

计 4月产量仍有望保持增长。5月随着白银有色、驰宏等检修结束，株冶第一条线达产，以及第二条

线投产，还有汉中锌业进一步提产预期，预计供应增量会显著提升。

图2-7：安泰科统计的国内精锌月度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安泰科，中期研究院

进口锌方面，据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 3 月精炼锌进口量 5.11 万吨，环比上升 151.16%，同比上

升 46.75%，其中 0#锌进口为 3.78 万吨。2019 年 1-3 月累计进口 14.07 万吨，同比上升 0.72%。从 4

月份来看，由于沪伦比值高，进口维持深度亏损，预计后续进口流入减缓。

图2-8：精锌进口量 图2-9：精锌进口盈亏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二）需求向好，去库进程延续

根据国统局数据，1-3 月我国镀层板累计产量为 1222.36 万吨，同比增长 10.8%，增速高于预期。

4月份消费旺季下终端需求继续好转，镀锌、锌合金等下游开工率维持高位。从宏观层面来看，一季

度政策效用带动下，宏观数据超预期，中国经济呈现出很强的韧性。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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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6.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扩大，同比增长 11.8%；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2.95%；

汽车行业产销降幅收窄，但暂未扭转下降态势。

从二季度宏观环境来看，国内方面一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超预期发力，二季度政策效果

有待观望，目前市场担忧货币政策可能边际收紧。那么后续，国内投资、内需强度需要密切跟踪。国

际环境，美国一季度数据依然强劲，但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外部需求难言乐观。

因此，总的我们认为，5月份需求有望延续季节性偏暖趋势，但对于增速谨慎乐观。

图2-10：SMM统计的镀锌企业开工率 图2-11：SMM统计的压铸锌合金企业开工率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图2-12：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 图2-13：房地产投资增速等数据（%）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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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我国汽车月度产销增速 图2-15：主要家电产品产量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库存延续下降，截止 4月 29 日，三地社会库存为 16.86 万吨，较 3月底减少 4.39 万吨，较去年

同期低 5.04 万吨。保税区库存为 9.92 万吨，较 3月底增加 1.47 万吨。预计 5月份随着供应增长，

库存去化将会放缓，甚至由低位返增的可能。LME 市场库存在 4月份出现交库，截止 4月 29 日，库存

为 81325 吨（去年同期为 237550 吨），较 3月底增加 29000 吨。全球显性库存为 35.43 万吨，去年同

期的 62.7 万吨。

图2-16：国内三地社会库存及保税区库存（万吨） 图2-17：LME市场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第三部分 5月份行情展望

精矿供应如预期增加，加工费维持高位，截止目前，国产矿加工费平均水平为 6450 元/金属吨，

实现加工费在 7800 元左右，进口矿加工费提升至 255 美元/干吨。在如此高的加工费下，国内冶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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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释放将会加速，包括株冶第一条线达产，第二条线启动，以及汉中锌业部分产能的重启，叠加 4月

份检修企业的复产，预计供应增量较为明显。

目前锌价的支撑因素在于国内消费旺季下的库存去化和 LME 市场低库存和高升水。截止 4月 29

日，我国锌锭三地社会库存为 16.86 万吨，较 3月末下降 4.39 万吨。4月 LME 市场库存增加，但 Back

结构扩大，截止 4月 29 日现货升水高达 128.5 美元/吨，在此结构下，伦锌下跌暂难顺畅。但目前来

看，国外挤仓情绪已经减弱，库存增加预期趋强，一旦出现连续交仓，库存对于锌价的支撑将会坍塌。

总的来看，5月份锌价受到国内供应增长的压力会不断加大，但由于国内库存去化以及 LME 市场

强 Back 结构及较低库存，下跌过程暂难顺畅，预计会走出先扬后抑的走势，1906 合约下方暂看 20800

元/吨。操作上趋势性操作维持逢高布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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