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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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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及策略



核心观点

1.中美经贸磋商积极展开，国内流动性偏松以及定向引导更加明显，短期风险偏好回升。

2.供需预期的相对变化在当下宏观环境转暖的背景下，使得锌价迎来了良好的修复契机。

3.当下炼厂非利润性供应瓶颈影响可能较小，供给价格弹性仍需要时间和价格来进行验证。

4.供需矛盾并未激化，当下的需求仍然不足以支撑配合锌价的持续反弹。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2.1 国内外锌精矿产量

u 国际铅锌研究小组数据11月全球锌精矿产量117.7万吨，同比减少4.8%，环比增长1%。1-11月全球
锌矿产量1176.1万吨，同比减少3.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国内锌精矿产量46.1万吨，同比减
少15.1%，环比减少2%。18年国内锌精矿累计产量为523.2万吨，同比减少12.2%。全球锌矿增产受
国内产量下滑拖累不及预期，但海外锌精矿供应持续改善将是相对确定的。

ILZSG全球锌精矿产量   万吨 国内锌精矿产量及同比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2.2 国内进口量

u 国内2018年1-11月累计进口锌精矿272.4万吨，同比增长23.1%。进口锌精矿同比增速在逐步扩
大。12月以来，国内锌精矿进口盈利改善明显，未来锌精矿进口体量仍有进一步放大的客观条
件，国内原料供应保障有望进一步提高。

国内锌精矿累计进口量及同比 锌精矿进口平均利润水平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2.3 港口库存与加工费

u 1月以来国内港口锌矿库存居高不下，与较高的进口增速相呼应。截止2月1日国内港口锌精矿库
存为19.97万吨。目前国内外现货加工费仍处在稳中有升的态势中。截止2月1日国内现货平均加
工费已达5950元/吨，进口TC高达210美元/吨。均处在三年来历史高位。炼厂利润大幅改善后矿
向锭更顺畅的传导只是时间问题。

国内锌精矿港口库存 国内现货加工费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2.4 精炼锌产量

u 12月国内精炼锌产量50.9万吨，环比减少2.1%，同比减少11.6%。18年全年累计产量568.1万吨，
同比下降8.7%。全球11月精炼锌产量115.53万吨，环比增加2.1%，同比下降6.1%。汉中锌业除废
系统建设中，在二季度之前影响产量预计在每月2万吨左右，其余炼厂受环境问题或其他非利润
性的因素造成的产能瓶颈进入2月后影响将有望降低。未来国内锌锭产量仍有一定弹性空间。

国内精炼锌产量及同比全球精炼锌产量及同比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2.5 进口利润及保税区库存

u 进口盈利窗口仅在1月中旬短暂开启，之后亏损额度逐步扩大。保税区锌锭库存缓慢累积，截
止2月1日为8.6万吨，仍处偏低水平，对国内供给冲击有限。1-12月累计进口精炼锌为71.54万
吨，同比增长5.8%。

国内保税区锌锭库存进口锌锭成本及盈亏 国内精炼锌累计进口量及同比



产业基本面-供给端
2.6 国内社会库存和交易所库存

u 截止2月1日国内社会库存为13.87万吨。上期所锌库存截止2月1日为4.69万吨。国内库存仍低于
往年同期。LME锌库存截止2月8日为10.99万吨，创下十年来历史新低。低库存随着时间推移的边
际变化对市场预期影响较大。关注年后国内外累库速率。

交易所锌库存国内社会锌锭库存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3.1国内外供需平衡

u 2018年11月ILZSG数据显示全球供需缺口9.66万吨，相较10月出现扩大。2018年1-11月，锌市供
应短缺39.76万吨，17年同期短缺46.23万吨。WBMS数据显示2018年1-11月全球锌市供应过剩收
窄至6.51万吨。目前需求改善有限，国内外供需处在弱平衡的状态。

国际铅锌研究小组锌供需平衡世界金属统计局锌供需平衡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3.2 国内现货升贴水

uLME现货升水快速回落，目前已处于贴水状态。国内现货升水自年前锌价反弹后已明显收窄，现
货成交仍然较为疲弱。目前看需求短期难以支撑价格持续反弹。

国内现货升贴水LME升贴水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3.3 初端消费产销量和库存

u 2018年1-12月份全国重点企业镀锌板累计产量
2234.52万吨，同比减少1.11%，同比跌幅小幅
收窄。1-12月镀锌板累计销量为2186.42万吨
，同比增加1.47%。12月底全国重点企业镀锌
板库存量为38.72万吨，同比下滑16.05%。库
存跌幅进一步扩大，下游仍处主动去库阶段。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3.4 镀锌利润分析

u 镀锌行业环保改造基本完成，环保因素当前不再是影响需求的主要焦点。目前镀锌板价格平稳
，整体利润相较前期低点已有所修复。后期镀锌产能的利用率有望企稳。

国内镀锌板平均价格 国内各地镀锌板利润水平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3.5 基建与房地产

u 1-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9.5%，累计施工面积同比增长5.2%，累计新开工面
积同比增速17.2%，累计竣工面积同比下滑7.8%。竣工面积跌幅的收窄表明房地产对镀锌消费的
拉动后期仍有边际好转的可能。目前基建领域投资提速的力度仍需时间来验证，后期不过分悲
观。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速



产业基本面-消费端
3.6 汽车与家电

u 2018年1-12月份，国内汽车全年累计产量2796.8万吨，同比减少3.8%。产量28年来首次出现同
比下滑。对镀锌需求造成拖累。高基数下后期汽车消费有待相关刺激政策出台来进行提振。1-
12月国内空调产量累计同比增加13.56%。家电领域消费边际改善。但由于体量有限，当前终端
需求整体改善并不明显。

国内汽车累计产量及增速 国内家用电器产量增速



总结及策略

宏观：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鸽派信号推动市场风险偏好情绪升温。中美经贸磋商积极展开
，国内流动性偏松以及定向引导更加明显，短期国内宏观氛围向好的方向发展。

基本面：随着炼厂利润持续改善，12月国内精炼锌产量仍只有50.9万吨，环比减少2.1%，远不及
市场预期。产量的边际变化在低库存下使得市场对炼厂非利润性导致的产能瓶颈担忧上升。叠加
未来基建领域发力可期，供需预期的相对变化在当下宏观环境转暖的背景下，使得锌价迎来了良
好的修复契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炼厂供给价格弹性仍需要时间和价格来验证，当下的需求仍然
不足以支撑锌价的持续反弹。供需矛盾并没有凸显，只是预期层面的修复。价格似乎显得高处不
胜寒。关注年后国内外库存累计和消费改善情况。

策略：2月锌价预计将有迎来拐点向下的可能，谨慎追多。建议冶炼和矿山企业价格高位时做好保
值。主力合约波动区间或在20000-23000元/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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