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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宏观面，中美贸易争端悬而未决，而且风波不断，后续进展对

于市场情绪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在 6月 17 日

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30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

税，6月 24 日截止收集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明显短于以往对中国

商品开征关税的征求意见期限。如果听证会通过，贸易战进一步升

级，市场避险情绪加重，有色板块整体氛围将会偏空。

从锌的基本面来看，国内供应进入释放期，5月份产量大概率将

会转正，6月份增量进一步释放，而消费端已经在 5月下旬进入旺季

末端，6月份消费将进入淡季，库存也会逐步转增，基本面转弱趋势

相对明了。

从价格来看，中美贸易关系意外生变，使锌价下跌节奏提前，5

月份价格最低触及两万关口。之后由于技术调整需求以及国内成州

锌厂事故，价格出现小幅反弹，但鉴于基本面趋势，上行空间受限。

对于中期趋势维持看空，月内不排除跌破 20000 关口的可能。操作

上建议逢高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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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5月锌市场行情回顾

五一之后，美国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突然变脸，导致市场情绪紧张，有色板块普跌。而锌由于基

本面的偏弱趋势，在有色中跌幅居前。其中 LME 三月期锌盘中最低 2504.5 美元/吨，最大跌幅近 12%。

截止 5月 28 日收盘于 2559 美元/吨，录得月均价 2625 美元/吨，环比跌幅 7.7%。国内锌价也呈流畅

下跌态势，盘中最低触及 20000 整数关口，截止 5月 29 日，1907 合约收于 20575 元/吨，录得月均价

20791 元/吨，环比下跌 6.3%。

从现货市场来看，LME 升水居高不下，并不断创出新高，5月 24 日现货升水高达 161 美元/吨，Back

结构坚挺。国内现货市场一度出现挤升水情况，但由于现货供应增加，需求转弱，支撑转弱，升水快

速回落。截止 5月 29 日，现货转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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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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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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锌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精矿供应增加兑现，过剩将成为现实

（一）国外矿山如期放量

我们在上一期的报告里已经对国际主要矿山一季度生产情况做了梳理，根据大矿的生产情况来看，

供应增长已经在逐步兑现，同时根据各矿山的生产情况来看，预计二季度国外产量环比将增加 15 万

吨左右。精矿的需求端来看，主要看国内市场，二季度以来我国冶炼产能在逐步释放，但提升速度低

于精矿产量增速，精矿市场供应充裕。

从中期趋势来看，5月初国际铅锌研究小组公布的最新的预测报告，预计 2019 年的全球锌精矿产

量同比增幅为 6.2%，其中中国以外市场产量增速为 7.7%（即约为 65 万吨）。同时预计 2019 年全球精

锌产量增长 3.6%，其中国外增长 2.4%，国内增长 5.3%（约 30 万吨）。从增速对比，也可以印证全球

精矿市场的供应格局的变化。

（二）国内供应环比增加

4 月份以来北方矿山悉数复产，国内供应随之增加，国统局公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国统局

数据 4月份国内锌精矿产量环比增长 3.8%。5 月，前期安全检查影响消除，预计产量会进一步增长。

5月 17 日，黑龙江翠宏山铁多金属矿发生透水事故，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 5月 24 的通报，救援工作

仍在进行中。该矿山伴生锌精矿，该矿山去年四季度投产，2018 年共产锌精矿仅 5000 吨，因此该矿

山停产对国内精矿供应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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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矿方面，4月份进口延续下降趋势。海关数据，我国 4月份锌精矿进口量为 17.93 万实物吨，

环比减少 2.3 万吨。1-4 月累计进口 97.2 万吨，同比下降 8%。根据沪伦比值变化、国际供应形势，

以及国内冶炼产能释放进度，预计 5月份锌精矿进口量将会增加。

图2-1：国内锌矿山月度开工率 图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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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工费触顶

从加工费情况来看，由于株冶、湘西以及前期检修企业复产，叠加进口矿减少，5月加工费停止

上涨，暂时持稳。国内锌精矿加工费基准平均水平维持在 6350 元/金属吨，进口矿加工费平均水平在

240 美元/干吨。对于后续加工费水平，我们认为已经触顶，后续会持稳或小幅下降。一方面由于冶炼

端释放带动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费高位，锌价下跌，矿山利润不断受到挤压，后续加工费谈

判中矿山挺价意愿会增强。

图2-3：锌精矿月度加工费 图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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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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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端增加逐步兑现

（一）供应增加兑现

根据安泰科统计（涉及产能 626 万吨）， 1-4 月份锌及锌合金总产量为 156.9 万吨， 同比减少

2.0%。 4 月份单月产量为 41.6 万吨，同比增加 4.0%，日均产量环比增加 8.0%。同时，根据各企

业生产检修状态，预计 5月产量将继续增加逾 2万吨。1-5 月累计产量大概率增幅将会转正。

图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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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企业动态来看，株冶锌产能达产，汉中重启一条线，湘西的太丰、三立、轩华均已达产，检修

的企业葫芦岛、西部矿业 5月末检修结束，6月份产量将会增加；厂坝成州锌厂因事故停产（2018 年

总产量 8.5 万吨），复产时间待定；另外据百川资讯消息，陕西东岭凤县锌系统恢复，预计月增加 5000

吨。驰宏锌锗 6月份有检修计划，影响月产 7000 吨左右。综合以上来看，6月份产量增量还有望维持

在 2万吨左右。

进口锌方面，4月份我国锌进口量为 7.76 万吨，同环比均呈现大幅增长，1-4 月累计进口 21.82

万吨，同比增长 26.3%。在进口持续亏损的情况下，进口数据大增确实让人费解，尽管在保税区库存

上有所体现，但从量上来看远远不够，在国内近期消费转淡及国内供应增加的情况下，进口货出给下

游的难度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累库风险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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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精锌进口量 图2-7：精锌进口盈亏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二）需求逐步转淡

4 月份整体消费情况在不断好转，根据国统局的数据，4月份镀层板产量为 460 万吨，环比增长

0.3%，但从日产对比来看，增幅为 3.6%。1-4 月累计产量 1682.6 万吨，同比增长 7.14%。5 月份上半

月消费仍延续好转，下半月之后，进入消费旺季末端，镀锌企业开工率有所下调，根据 SMM 的统计，

5月份镀锌企业开工率为 83.1%，环比 4月份下调 3.7 个百分点。根据镀锌消费的季节性特征，通常

情况下，6、7和 8月份开工率将会进一步下移。

压铸锌合金消费也即将向淡季过度；氧化锌方面由于中美贸易战，来自轮胎和陶瓷方面的订单已

经有所减少。

图2-8：SMM统计的镀锌企业开工率 图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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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统局数据，1-4 月基建投资增速为 4.4%，与 1-3 月持平，增速低于预期。但是随着中美贸

易战的恶化，预计政策层会出台相关措施对冲经济下滑的风险，而基建作为重要拉动因素之一，后续

仍有希望发力。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为 11.9%，环比提升 0.1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全年提升了 2.4

个百分点，好于预期，在调控松动下，房地产领域投资预计保持相对乐观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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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产销依然没有改善，4月，汽车生产 205.20 万辆，环比下降 19.78%，同比下降 14.45%；

1-4 月累计产量同比降幅为 10.98%。

图2-10：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 图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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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2：我国汽车月度产销增速 图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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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累库只是时间问题

截止 5月 31 日，三地社会库存为 14.39 万吨，较 4月底下降 2.47 万吨。从 5月下旬的表现来看，

随着镀锌消费转淡，库存一度出现增加，但在 5月 24 日当周，库存却出现明显下降，其中广州降幅

最大，其次为天津。据了解，存在移库的可能，预计后续库存将会转增,5 月 31 日当周数据已经出现

返升。LME 市场库存 5月份回升至 10 万吨上方，但从下旬开始再度缓慢去化，截止到 5月 29 日，库

存为 10.13 万吨。结合国内库存数据综合测算，全球社会库存为 35.14 万吨，去年同期为 57.4 万吨。

结合供需趋势变化，尤其国内供需现状，库存在 6月份将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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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国内三地社会库存及保税区库存（万吨） 图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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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行情展望

宏观面，中美贸易争端悬而未决，而且风波不断，后续进展对于市场情绪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在 6月 17 日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30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

税，6月 24 日截止收集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明显短于以往对中国商品开征关税的征求意见期限。如

果听证会通过，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市场避险情绪加重，有色板块整体氛围将会偏空。

从锌的基本面来看，国内供应进入释放期，5月份产量大概率将会转正，6月份增量进一步释放，

而消费端已经在 5月下旬进入旺季末端，6月份消费将进入淡季，库存也会逐步转增，基本面转弱趋

势相对明了。

从价格来看，中美贸易关系意外生变，使锌价下跌节奏提前，5月份价格最低触及两万关口。之

后由于技术调整需求以及国内成州锌厂事故，价格出现小幅反弹，但鉴于基本面趋势，上行空间受限。

对于中期趋势维持看空，月内不排除跌破 20000 关口的可能。操作上建议逢高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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