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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价小幅回升

市场成交一般

行业热点快讯：
 八家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红旗矿召开设备管理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 12 月 22 日公司设备管理工作专题座谈会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红旗矿设备管理工
作，12 月 26 日下午，红旗矿在设备工段办公室召开设备管理会议，设备工段段长、设备组人员、各
工区区长及设备区长等参加会议，红旗矿设备矿长陆刚业主持会议。
 中金岭南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张木毅到广西矿业公司调研
12 月 23 日，中金岭南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张木毅到广西矿业调研，公司副总工程师董
宪久、科技部总经理伏志宏，广西矿业领导班子等相关人员参加了调研。
 邯宝冷轧厂镀锌高表面质量产品合格率创新高
邯宝冷轧厂认真贯彻集团决策部署,落实公司“简单、务实、创效”的工作理念,采取重点组织、全
程跟踪等措施,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板材,努力多创效益。今年以来,该厂镀锌高表面质量产品合格率同比
提高 1.93%,重点合同兑现率达到 100%。

期货市场评述：
期货走势：今日 LME 锌整体高开震荡回升，国内收盘时报价 2777 美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28 美元/吨。节后锌价高开幅度较大，国内商品均呈回升趋势，多数翻红，今日锌价整体震荡回升，
日内回升幅度不大。今日主力合约 2102 运行区间 20735-20980 元/吨，收涨于 20905 元/吨，较上
一交易日上涨 70 元/吨，结算价 20860 元/吨，成交量 84188 手。
技术面：沪锌主力整体高开震荡回升，日内回升幅度不大，结束四连阴，多头增仓支撑，美元指
数延续跌势提振，期价日线 KDJ 指标跌势缓和，小时线 MACD 红柱扩大；预测夜间锌价再次小幅高开，
夜间整体震荡回升，延续反弹趋势，但锌价回调趋势仍未改变，需谨慎持仓。主力合约 2102 预计在区
间 20900-21500 元/吨。
基本面：冶炼厂假期少量到货，库存仅小幅增加，炼厂货源紧张；新年第一天，贸易商报价交谨
慎，锌价高开震荡回升，价格较上一交易日小幅回落，贸易商早间报价均小幅上调；今日下游企业接
货情绪依旧不高，部分厂仍受环保影响，节前备库量仍有，订单量依旧不大，需求偏弱，维持生产按
需少采，多数成交仍为贸易商间交投，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

中国锌市场日报
2021 年 1 月 4 日 星期一 第 1 期 上海钢联锌研究小组

锌锭市场评述：
期货价格：20870
锌锭现货市场价格（单位：元/吨）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价格

涨跌

期货升贴水

升贴水涨跌

上海

双燕

0#

21120

-70

+250

+10

上海

秦锌/麒麟

0#

21070

-80

+200

-

广东

麒麟

0#

21030

-80

+160

-

天津

紫金

0#

20960

-10

+80

+80

（备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沪锌2101合约 10点15分的最新价。）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上海市场 0#锌锭价格 21020-21120 元/吨，均价为 2107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80 元/吨。4
日上海市场 0#锌锭升贴水:秦锌 1+200；双燕 1+250；东岭 1+300；驰宏 1+260；宁波铁峰 1+210
今日沪锌震荡上行， 节后第一天， 早间市场以均价+10 出货，接货比较多，市场报价较乱，所有部
分进口补充，市场货源整体不多，现货升水持续走高，10 点半之后品牌报价增多，市场整体交投活跃，
整体成交尚可。
天津市场 0#锌锭价格 20870-20970 元/吨，均价为 2092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30 元/吨。
4 日天津市场 0#锌锭升贴水：紫金 1+80，红烨 1+60，驰宏 1+30，百灵 1+30，白银红鹭-V1+160，
yp1+60，四环 0#送到 1+130，四环 1#送到 1+80。节后锌价高开幅度较大，国内商品均呈回升趋势，
多数翻红，今日锌价整体震荡回升，日内回升幅度不大。冶炼厂假期少量到货，库存仅小幅增加，炼
厂货源紧张；新年第一天，贸易商报价交谨慎，早间市场有货无价，多因上海市场价格较为混乱，因
市场货源紧张，升水上调速度较快，锌价高开震荡回升，价格较上一交易日小幅回落，贸易商早间报
价均小幅上调，但天津市场需求依旧偏弱，后续升水再次下调至低位；今日紫金现货成交在升水 40 元
/吨左右，其他主流品牌现货成交在贴水 10 元/吨左右；今日下游企业接货情绪依旧不高，部分厂仍受
环保影响，节前备库量仍有，订单量依旧不大，需求偏弱，维持生产按需少采，多数成交仍为贸易商
间交投，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广东市场 0#锌锭价格 20980-21080 元/吨，均价为 21030 元/吨，较上一交易日跌 80 元/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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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东市场 0#锌锭升贴水：麒麟 2+190~220；铁峰 2+190；蒙自 2+220；飞龙 2+190；兰锌 2+190；
会泽 2+210；丹霞 2+220。当前冶炼厂正常生产，牛年第一个交易日，早间沪锌低位震荡盘整，持货
商报价比较坚挺，报价对沪 2 月合约升水 220 左右，比较坚挺，部分长单刚需采购，随后市场价格稳
定，盘面急速走弱，现货升水大幅上涨，市场货源流通略有增加，也有部分持货商上调升水至对沪 2
月合约升水 190 附近出货，交投氛围较好，下游逢低刚需采购为主，整体成交好与上一交易日。
品牌

麒麟

铁峰

丹霞

兰锌

久隆

飞龙

蒙自

吉朗

价格

21030

21020

21040

21020

21020

21020

21040

21010

涨跌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地区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锌下游市场评述：
镀锌 ：
据我的有色网调查了解，4 日镀锌板卷指数为 124.12，较上一交易日下跌 0.43%。现 1.0mm 镀
锌板卷平均价格为 5977 元/吨，较上个交易日下跌 4 元/吨。今日全国镀锌板卷价格震荡运行。市场方
面，节后镀锌价格以弱势运行为主，成交一般，各地区根据成交情况小幅调整价格。钢厂方面，月初
钢厂方面开始陆续发布月度价格，以北方民营镀锌为例，部分民营钢厂价格上调 40~100 元/吨，部分
民营钢厂价格下跌 30~70 元/吨，北方民营镀锌整体价格在 4950~5330 元/吨。综合来看，预计明日
全国镀锌板卷价格或以小幅震荡运行为主。
天津冷镀：4 日天津冷镀板卷价格稍有回落，成家低迷。彩涂方面，据市场反馈，当前民营彩涂板
卷实际成交价大大低于钢厂指导价，预计钢厂会对彩涂价格进行调整。成交方面，4 日全国整体成交低
迷，各区域日均成交 1000 吨左右的贸易商大户，今日成交严重缩水。综合来看，预计明日全国涂镀板
卷价格弱势运行。
乐从冷镀：今日乐从冷轧板卷价格暂稳运行。钢厂方面，1 月 1 日柳钢出台调价信息，针对广东区
域冷轧板卷价格上涨 30 元/吨。据贸易商反馈，上周整体成交偏差，库存量有所增加，操作多以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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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综合来看，今日市场成交较好，商家信心增加，预计明日乐从市场冷轧板卷价格或将小幅上涨。
今日乐从镀锌板卷价格下调 30 元/吨。成交方面，据商家反馈，今日乐从镀锌板卷市场整体成交氛围
偏淡，不过较节前略有好转。心态方面，目前市场上想出货的商家多降价出货。综合来看，预计明日
乐从镀锌板卷价格或继续小幅下调运行。

锌合金：
我的有色网讯今日国内锌合金现货市场成交情况如下：株洲热镀锌合金均价 24100 元/吨，-80
元/吨，成交好；株洲 zamak-3 锌合金均价 21300 元/吨，-80 元/吨，成交好；上海 zamak-3 锌
合金均价 21700 元/吨，-80 元/吨，成交好；上海 zamak-5 锌合金均价 22000 元/吨，-80 元/吨，
成交好；无锡 zamak-3 锌合金均价 22200 元/吨，-80 元/吨，成交好；宁波 zamak-5 锌合金均价
21800 元/吨，-80 元/吨，成交好；东莞 zamak-3 锌合金均价 21600 元/吨，-80 元/吨，成交好。
据我的有色网全国锌合金各主流地区价格下跌 80 元/吨，下跌成交非常好。宁波地区，仓库几乎
断货，厂提货源也非常紧缺。浙江地区锌合金，黄铜合金市场采购积极，上海地区发浙江销量也明显
增多。如我的有色网预计，节前低价激起合金厂家采购欲望。目前锌合金厂内库存非常低，厂家有非
常明显的备货情绪。广东地区，锌合金下游成交也非常好，压铸厂家厂内也几乎没有库存。今日锌合
金成交也非常好。综合来看，预计锌合金价格继续上涨。

氧化锌：
我的有色网讯：广东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均价 19370 元/吨，-60 元/吨。成交一般。河北市
场 99.7%氧化锌价格：均价 18580 元/吨，-60 元/吨，成交一般。山东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均价
18350 元/吨，-60 元/吨，成交一般。上海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均价 19500 元/吨，-60 元/吨，
成交一般。江苏市场 99.7%氧化锌价格：均价 18700 元/吨，-60 元/吨，成交一般。
据我的有色网了解：今日氧化锌厂家对原料方面接货有限，其主要原料库存周期维持 1-2 周。今
日期货锌价小幅走势回升，外盘整体走势上行明显，现货锌价延续小幅回落。氧化锌整体成交情况一
般，成交价格略有跟跌。氧化锌下游终端消费情况整体小幅回落，部分下游轮胎企业开工情况近几周
有所下降，节前补库基本结束后，部分下游刚需采购。北方多地出现限产情况，对部分企业开工有一
定影响。目前氧化锌生产企业订单情况稳中下降，整体生产订单加工为主，散单出货少有，预计明日
氧化锌价格小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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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后市展望
今日期锌 2102 开盘 20875 最高 209800 最低 20735 收盘 20905 结算 20860 涨 70 成交 84188
手。4 日锌锭的沪伦内外比值 7.63；盈亏平衡比值 7.66；进口理论成本 21058.72；现货锌锭进口亏损
88.72。1 月 4 日沪锌主力 2102 合约高开震荡，结束四连阴，多头增仓支撑。期间中国公布制造业经
济数据向好，A 股上扬，人民币大涨，美元指数下滑均对基本金属构成提振。现货方面，锌两市库存均
下滑，据我的有色网调研统计得知 4 日中国锌锭总库存 11.73 万吨,周环比增加 0.14 万吨，锌精矿加工
费持续下调。持货商积极上调升水，报价坚挺，市场询价接货氛围尚可，但整体流通量偏紧，现货成
交量一般，下游刚需拿货为主，整体成交好于上一交易日。受美元新低影响，预计近期锌价以震荡回
升，区间波动 20900-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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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锌研究团队不会
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锌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我们
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
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锌研究团队会实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本报
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
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公司
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
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在任何情况下，本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
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锌研究团队所有，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
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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