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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SHFE 期货价格走势 

 

沪伦比值 

 

国际锌市场溢价 

 

国内现货均价对沪锌主力合约升贴水 

 
 

 
 
 

2017 年，进入 11 月，锌价整体维持 9 月以来的区间震荡格

局，但是区间重心逐步下行，震荡幅度明显缩窄，期货价格整体

运行于 24500-26500 元 / 吨之间，现货价格整体运行于

25000-26700 元/吨之间。 

整体来看，11 月锌市表现偏弱，主要在于冶炼端检修高峰

结束，精锌供应逐步释放增量，而锌消费端受采暖季限产的影响

需求呈现偏弱，供需双重作用下，11 月锌市现货库存增幅明显。 

进入 12 月，预计这样格局仍将延续，虽冬储时节，原料供

应紧张加剧，加工费也持续回落，但从目前的冶炼厂自有原料库

存来看，并不影响年内剩余时间的生产所需。 

 

 

11 月期锌震荡偏弱运行 

11 月，伦锌自第一个交易日再创新高，触及 3326 美元/吨开

始，便展开重心一路下行的局面。虽 LME 锌库存一再回落，美

指上行也显示乏力，但受中国市场现货库存持续增加影响，主流

资金做空心理贯穿整月。月中当日，伦锌触及月内最低 3101.5

美元/吨。截止月末，伦锌收盘 3157 美元/吨，较上月回落 106

美元/吨，跌幅 3.25%。 

11 月，国内沪锌市场沪锌主力合约换月至 1801 合约，月初

开盘迅速拉高，触及月内最高 26825 元/吨。但高位多平空入，

沪锌盘面迅速回落，26000 元/吨附近形成强劲阻力。至月中，沪

锌主力重心探至 25000 元/吨之下，虽随后尝试回补跌幅，但上

行始终受累，月末触及月内最低 24585 元/吨。截止 11 月 30 日

收盘，沪锌主力合约收 24960 元/吨，较上月下跌 1175 元/吨，跌

幅 4.5%。 

外强内弱，沪伦比值持续回落 

11 月，外盘伦锌在 LME 锌库存持续下降支撑之下，抗跌性

较为明显。相较而言，国内锌期货在现货需求持弱及现货库存大

增打压之下整体表现偏弱。从而致使 11 月期锌市场沪伦比值继

续呈现下行趋势，月末时段，沪伦比跌破 8，在 7.9 附近波动。 

国外现货溢价企稳，国内升水持续缩窄 

11 月，LME 锌库存持续维持下降之势，国外市场锌锭供应

整体仍较为紧缺，致使国外现货溢价居高难下。但国内市场现货

供应释放增量，加之需求受环保限制呈现低迷，库存上升，现货

升水幅度大幅缩窄。 

摘要 
 

摘要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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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锌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1-9 

锌精矿 

产量 1320.8 1278.1 1208 1265 981.2 

需求量 1309.8 1343.5 1312.6 1295 998 

平衡 11.0 -65.4 -104.6 -30 -16.8 

精锌 

产量 1330.8 1365.1 1333.7 1330 1008.9 

需求量 1358.4 1355.2 1370.2 1383 1052 

平衡 -27.6 9.9 -36.5 -52.5 -43.1 
 

全球分地区锌锭供需平衡 

 

全球锌交易所锌库存 

 

中国锌精矿产量 

 

 
 

四季度起国外矿山产量增加显著 

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统计，2017 年 1-9 月全球锌精矿产量

为 981.2 万吨，同比增加 42.3 万吨即 4.5%。其中，中国之外

地区产量累计增加贡献较大，产量增长比较明显的国家包括印

度、秘鲁、土耳其和厄立特里亚，属预期之中释放产量。主产

国中，中国精矿产量受国内环保等因素影响，矿山产量释放远

不及预期。而美国 1-8 月锌精矿产量也同比减少了 12.2%，进

入四季度产量开始逐步恢复。根据安泰科对国外矿山建设及生

产进度跟踪，预计随着四季度国外矿山产量释放的加速，全年

全球锌精矿产量将可达到 1260 万吨。 

四季度消费转好，全球锌锭供应缺口料持续扩大 

1-9 月全球精锌产量同比基本持平。根据 ILZSG 统计数据

显示，2017 年 1-9 月全球精锌产量为 1008.9 万吨，同比减少

0.57%。其中，印度继续维持较大幅度的增长。而 2017 年 1-9

月全球精锌消费量为 1052 万吨，同比增长 0.68%。其中，美

国锌消费受经济持续向好，制造业持续复苏影响，增长最为明

显。此外，欧洲地区整体消费继续维稳。 

整体来看，2017 年 1-9 月，全球精锌供应短缺量在 43.1

万吨，且缺口呈逐月扩大的趋势。进入四季度，国外锌消费旺

季到来，需求量增加致使全球锌库存持续下降，缺口持续放宽，

预计 2017 年全球供应缺口将达到约 57.3 万吨。 

全球锌库存持续下降 

11 月，全球交易所锌库存总量在 10 月短暂上涨之后又重

返下降趋势，安泰科数据统计显示，截止 11 月末，全球交易

所锌库存总量 283303吨，较 10月份下降 60365吨，降幅 17.6%。

其中，LME 锌库存下降 44150 吨至 213000 吨，SHFE 锌库存

下降 16215 吨至 70303 吨。库存下降主要源于四季度开始全球

锌消费的回暖，虽中国市场消费变化较为平稳，但 11 月随着

锌价的走低，持货商进一步减少了市场货源供应，使得期货市

场注销仓单增加。预计，随着四季度后半段消费的进一步拉动，

全球锌库整体仍将继续维持下降趋势。 

国内原料供应持续紧张 

锌精矿产量继续下降。据有色金属信息统计，2017 年 10

月国内共生产锌精矿 30.1 万吨，环比减少 10.9%。1-10 月 

国内锌精矿产量为 378.8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4%。安泰科

根据累计同比增速对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 1-10 月锌精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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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锌精矿进口量 

 

国内锌精矿加工费走势 

 

中国精锌产量 

 

镀锌板产量及进出口量 

 
 

矿累计产量为 401.4 万吨。锌精矿主要产区产量基本呈现下降

趋势，其中，云南、四川、内蒙古产区受环保影响产量下降比

较突出。 

锌精矿进口增加，但实际补充有限。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 10 月我国锌精矿进口 14.72 万吨，1-10 月累计进口锌

精矿 203.5 万吨实物量，同比增加 31%。锌精矿进口量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幅明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产精矿的供应不足。

但增加的进口矿多数来自非洲、中东及缅甸地区，品味普遍较

低，这部分矿源导致的实际金属量的增加预计在 30%附近，较

为有限，难以形成太多的库存积累。 

冬储背景下，加工费持续走低 

11 月，国内主流加工费基准（15000 元锌锭价格为基准）

3850 元/吨上下，较 10 月下调 50 元/吨附近，最低报价有 4300/

吨左右。叠加 11 月锌价整体回落，根据分成规则，冶炼厂所

获得的实际加工费在 5900 元/吨附近，较 10 月下行近 400 元/

吨。国内矿山开工不足，加之 10 月以来冶炼厂冬储需求逐渐

显现，预计国内锌精矿 TC 将继续下滑。 

而 11 月份进口矿 TC 也受国内冬储需求带动大幅走低，主

要报价在 25 美元/干吨附近，较 10 月下调 10 美元/干吨左右，

最低有 15 美元/干吨附近。国内矿山供应不足，冶炼厂被迫增

加进口矿的购买，需求向好刺激国外矿山积极下调加工费。目

前，国内矿山暂未见供应转好迹象，预计短期进口矿 TC 也将

继续走低。 

检修暂告段落，冶炼厂追赶生产任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 10 月国内生产精锌 57.7 万

吨，环比增加 7.6%， 1-10 月累计生产 505.4 万吨，同比下降

2.1%。安泰科对国内 47 家冶炼厂（锌锭总产能 611 万吨）锌

产量统计结果显示，1-10 月上述企业锌及锌合金总产量为

386.3 万吨，同比下降 1.6%，累计降幅较 1-9 月收窄。其中 10

月份锌产量为 42.6 万吨，同比增加 6.1%，较 9 月份环比增加

2.5 万吨，日均产量环比增加 6.3%。 

10 月没有冶炼厂新增检修，9 月份检修的广西、河南主要

冶炼厂检修结束，开工率恢复。全国主要冶炼厂开工基本恢复

至正常水平，满产甚至超产的也不在少数。由于前三季度整体

开工水平不足，四季度起，多数冶炼厂提升开工率以追赶生产

任务。同时，当前价格及加工费水平下，冶炼厂利润改善，开

工意愿也普遍较高。 

预计截止年底，除个别前期未检修的冶炼厂新增检修外，

多数冶炼厂都将维持较高开工率，月产量将可能维持在 40-42

万吨的水平，但四季度的增产无法弥补前期减产，预计全年产

量下降的趋势无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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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中国汽车产量 

 

中国精锌进出口量 

 

锌锭进口盈亏比值 

 
 

 
供暖季抑制锌消费明显 

2017 年 10 月，国内镀层板产量为 437.5 万吨，1-10 月累计

生产镀层板约 4429 万吨，折合镀锌板产量约为 4119 万吨，同比

增加 1.37%，累计维持低位。进出口方面，1-10 月镀锌板累计出

口 801.3 万吨，同比增加仅 1.74%，镀锌板净出口较去年同期上

涨 2.1%。10 月，国内钢材价格整体下行，镀锌厂原料采购意愿

较 9 月略有转好，产量也出现回升。 

但 9 月开始，华北地区钢厂逐渐进入采暖季限产阶段，镀锌

厂原料供应短缺趋势仍在持续，开工率受之限制明显，预计年底

之前恢复较难，对锌消费的抑制作用将在年内延续，对锌价形成

压力。 

终端需求增速平稳 

2017 年，1-10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0544 亿元，同比名

义增长 7.8%，增速比 1-9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1-10 月，房地

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5233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9%，增

速比 1-9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1-10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 145127

万平方米，增长 5.6%，增速回落 1.2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10

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 101.49，比 9 月份提高 0.04 点。 

2017 年 1-10 月，全国基础设施投资 113103 亿元，同比增长

19.6%，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占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为 21.8%，比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其中，道路

运输业投资增长 24.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24.1%；

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23.4%；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6.2%。 

2017 年 10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小幅下降，同比保持增

长。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0.4 万辆和 270.4 万辆，产销量环

比分别下降 2.5%和 0.2%；同比分别增长 0.7%和 2%。1-10 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295.7 万辆和 2292.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3%和 4.1%，低于上年同期 9.5 和 9.7 个百分点。产销量累计增

速分别比 1-9 月下降 0.5 和 0.3 个百分点。 

2017 年 1-10 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累计为 8224.6 万台，累

计同比增速 13.7%。2017 年 1-10 月，全国累计生产空调 16164.7

万台，累计同比增长 18.5%。2017 年 1-10 月全国家用洗衣机产

量累计 6395.4 万台，累计同比增速 3.9%。 

精锌进口量回落 

据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10 月精炼锌进口为 61355 吨，

同比增加 145.2%，环比下降 20.5%。2017 年 1-10 月份累计精锌

进口产量 45.3 万吨左右，累计同比增加 20.5%附近。 

10 月以来，国内冶炼厂产量逐渐释放，加之下游需求滞缓，

导致库存增量明显，而国外锌价受需求回暖影响抗跌性较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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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库存 

 

中国锌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1-10 

锌精矿 

产量 475 425 440 430 401.4 

净进口 109.1 161.4 99.7 125 113 

需求量 540.4 564.9 569.1 563.8 519 

平衡 43.7 21.5 -29.4 -8.8 -4.6 

精锌 

产量 563 586 590 580 506.8 

净进口 54.9 55.6 50.5 60 44 

消费量 625 628 657 661 564.6 

平衡 -7.1 13.6 -16.5 -21 -13.8 

 

 

 而沪伦比值持续缩小，锌锭进口亏损不断拉大。进入 11 月，

锌锭进口亏损维持在 1000 元/吨附近，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而导致 11 月精炼锌进口量较 10 月出现明显回落。 

11 月国内现货库存整体趋稳 

11 月，国内三地库存整体持稳于 10 月末。月初，冶炼厂

出货意愿回升，叠加锌价高位震荡抑制下游消费，全国总库存

一度接近 13 万吨。但下半月，随着价格重心的逐渐下行，冶

炼厂出货意愿有所减弱，致使市场货源供应收缩，加之下游逢

低购置较为积极，整体库存消化明显。分地区看，11 月上海地

区库存增加较多，主要来自于华北地区库存的转移及前期进口

货的积累。广东地区库存增量有限，部分冶炼厂检修使得市场

到货减少。天津地区，11 月后段因下游开工有所恢复，需求转

暖，库存有所消化。 

 

 

12 月锌价延续震荡行情 

目前，进入采暖季，华北地区镀锌厂钢材采购的压力逐步

体现，而终端基建、房地产等也被普遍叫停，消费端压力逐步

凸显，使得锌价上方突破的空间受限。 

但 11 月起，国内矿山逐渐进入冬休，供应将持续收紧，

国外矿山供应整体也处偏紧状态，预计 12 月进口矿流入较难

出现大幅的增加，锌市场中长期供应紧缺的预期仍在。 

进入年末，冶炼端目前虽可依靠自有原料库存维持生产需

求，但货源是否能如期投放市场仍有待观望。加工费持续下降，

叠加年度盈利目标基本都已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背景下，成品若

不能售出满意的价格，预计冶炼厂出货意愿较难持续向好。 

因此判断，12 月锌价维持高位震荡的概率仍较大。 

 

总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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