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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铅锌研究小组

伦锌库存回升

锌价震荡下行

铅锌价格走势图

锌现货库存图

锌精矿产量统计

◆ 本月观点概述

宏观方面，4月新增社融规模 1.36 万亿、新增人民币贷款 1.02

万亿，均低于预期。4月 CPI 同比 2.5%、持平预期；PPI 同比 0.9%、

高于预期。一季度服务进出口额 12919.8 亿元，同比增长 2.6%。

具体价格表现，内外盘均有较大幅度的下跌，4月沪锌主力环比

下跌 3.8%，LME 期锌价格环比上下跌 3.02%。外盘下跌主要是 LME

期货库存持续增加，国内这轮上涨主要原因在于冶炼厂的产能开

始释放。供需方面，海外增量稳步释放，原材料供应改善；加工

费高位盘整，4 月国产加工费在 6500 左右，达到历史的高位；

下游消费有所好转，三月末的镀锌板卷产能利用率为 69.48%，4

月份则提升至 71.48%，提高 2%。预计沪锌主力合约 1907 运行区

间在 20200-21500 元/吨。

◆宏观动态

 商务部：中国和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日前，中国和秘鲁举行了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双方全面回顾总

结了协定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取得积极进展，实现良好开局。

 “一带一路”走进俄罗斯中俄贸易洽谈会启动

为打造对俄经贸合作新理念、新模式，同时加快推进“京哈”跨

区域协作，为哈尔滨市香坊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12 日，“一

带一路”走进俄罗斯中俄贸易洽谈会暨中琨聚霖(哈尔滨)国际贸

易总部基地签约仪式在黑龙江省启动。

 交易员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降息 25 个基点

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数据显示有改善迹象，美国股市创下历史

新高，但期货市场又回到先前的预期，美联储今年可能降息 0.25

个百分点。

◆行业新闻

 纳米比亚今年有3座老矿山重新投入生产

今年纳米比亚将有三座老矿山重新投入生产。其中最值得关注的

是在纳米比亚西部Erongo地区重启的AfriTin公司Uis锡矿和北

河资源Namib铅锌矿。

 泰克资源：2019年锌冶炼厂面临瓶颈

泰克资源表示由于冶炼厂遇到瓶颈，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精炼

锌产量下降，造成全球锌精矿出现过剩。2018年由于环保政策趋

严和低利润率，中国锌冶炼厂减少了锌精矿的购买量。

 日本3月锌出口同比减少9.2%

据外电 4月 26 日消息，日本财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

3月结关后锌出口为 10315 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9.2%。今年前三

个月锌出口为 23430 吨，同比下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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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锌价回顾

图一 国内锌价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2019 年 4 月沪锌主力合约 1906 开盘 22525 元/吨，最低 21260 元/吨，最高 23000 元/吨，

收盘 21845 元/吨，本月沪锌月初延续上涨趋势，震荡上行，随后开始持续回落，临近月末止

跌小幅回升。LME 锌价开盘 2927 美元/吨，最低 2726.5 美元/吨，最高 2958 美元/吨，收盘

2825 美元/吨。上海市场现货 0#锌锭均价运行区间 21730-23300 元/吨，月均价 22351 元/吨，

较 3月均价上涨 53 元/吨，涨幅为 0.24%。本月上海市场普通锌锭品牌因期价冲高大幅上涨，

价格随之冲至高位 23300 元/吨。4月冶炼厂正常生产，出货也较为积极，出货量逐渐增加，

市场货源较多，贸易商出货较积极，本月升贴水在 15 日换月后无调整，升水均在 100 元/吨

以内，虽市场多以低升水报价；但奈何下游企业看跌锌价，且消费偏弱，订单量无增加，需

求不高，多以消化库存为主，仅部分维持生产，按需采购少量补库；随锌价月内不断下跌，

下游接货情绪逐渐转好，但仍按需少采为主，整体成交量无明显增加；月末锌价止跌回升，

下游企业接货意愿不高，多因锌锭价格偏高，仍按需少采，无大量采购；国内锌锭库存也因

市场成交偏弱，冶炼厂出货量增加，导致本月入库量多于出库量，锌锭库存整体小幅增加。

整体来看本月锌现货市场成交较上一个月稍有好转，但成交量无明显增加，下游消费稍有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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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锌精矿市场

图二 2016-2019 年全国锌精矿产量

资料来源：有色协会 钢联数据

据有色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3月份锌精矿产量19.6万吨，虽然国内预计在全球精

矿供应增加当中的贡献不大，并且18年相对来说尚未完全恢复到17年水平。2018年新增矿山

进度延后以及一些矿山在完成整改后导致的增量或将在2019年体现，预计国内锌精矿或将有

20万吨量级的增量，3月份产量有所减少。相对下游冶炼厂的开工较低的情况，只要目前矿多

冶炼紧的格局维持，国内的锌精矿供应可以保持在相对冶炼端过剩较长时间，预计今年的矿

山产出可能回暖到2017年水平，加工费上半年维持高位可期，冶炼厂处于几年内历史利润较

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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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16-2019 年锌精矿进口

资料来源：有色协会 钢联数据

作为精炼锌的上游原料-锌精矿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国内锌冶炼厂的供应主要关注其进口

情况。1-2月处于寒冷季节国内矿山停产，为维持正常开工，冶炼厂纷纷采购进口矿，三月矿

山虽有复产，但体现的产量有限，进口矿到货较多，后期随着国外矿山复产，进口矿可能随

之也会增多。据我的有色网调研，3月份随着进口矿的加工费不断上调，进口矿也显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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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2013-2019年50%锌精矿国产及进口加工费

资料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2019年4月份锌精矿加工费局部上调，截至到4月底，陕西地区加工费6200-6900元/吨，

内蒙地区6000-6500元/吨，南方地区多数加工费在6200-6500元/吨左右，北方加工费区间

6800-7100元/吨，北方均价6950元/吨，南方均价6350元/吨。随着价格的上涨,矿业公司重新

启动闲置产能和关键的锌矿,全球锌矿产量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加。由于价格上涨鼓励矿企重

新启动闲置产能关键新矿上线，预期锌精矿供应宽松将会来临，多数矿山相继投产将会验证，

在进口矿加工费不断的上调的冲击下，国内矿山也被迫上调，且上调幅度较大，从而也刺激

了冶炼厂正常生产的积极性。据我的有色网调研统计，进口散单加工费维持在235-310美元/

干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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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炼锌市场

3.1.国产精炼锌状况

图五 4 月国内主要冶炼厂开工率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数据显示，在国内32家重点锌冶炼企业（涉及锌冶炼产能550万吨）中，

2019年4月锌锭产量36.11万吨（环比增加0.54万吨）。32家重点冶炼厂开工率4月份为78.72%，

环比提高1.18%。冶炼厂检修计划：云南驰宏：4-9月，永昌和会泽以及呼伦贝尔依次检修，

预计影响产量3.5万吨；葫芦岛锌业：4月20日停工检修，预计5月下旬结束，影响产量5000吨；

西部矿业：5月检修，停产10天，预计影响产量5000吨；四川宏达：四月中期检修；湖南太丰：

5月15号复产一条线，月产5000-5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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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进口精炼锌状况

图六 2015~2019 年国内精炼锌进出口量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进口方面：2019年3月中国进口锌6.07万吨，环比增加148.87%.从进出口分项数据来看，

3月进口国家前五分别是：哈萨克斯坦（2.15万吨）；澳大利亚（1.82万吨）；韩国（0.80万

吨）;比利时（0.70万吨）；西班牙（0.2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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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现货锌市场库存情况

图七 4 月现货锌锭市场库存表

日期 上海 广东 天津 山东 浙江 江苏 合计

2019-04-01 8.29 5.16 7.19 0.27 0.53 0.48 21.92

2019-04-04 7.63 5.21 7.09 0.25 0.42 0.45 21.05

2019-04-08 7.45 5.32 6.92 0.2 0.62 0.42 20.93

2019-04-12 7.12 5.14 6.83 0.18 0.41 0.41 20.09

2019-04-15 7.15 5.01 6.76 0.14 0.35 0.38 19.79

2019-04-19 6.39 4.91 6.57 0.11 0.29 0.37 18.64

2019-04-22 5.95 4.99 6.54 0.13 0.56 0.39 18.56

2019-04-26 5.68 4.79 6.32 0.11 0.27 0.42 17.59

2019-04-29 4.84 4.77 6.27 0.14 0.46 0.3 16.78

较周初 -3.45 -0.39 -0.92 -0.13 -0.07 -0.18 -5.14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图八 2016~2019 年现货锌锭市场库存统计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

据我的有色网统计，2019 年 4 月全国锌锭去库存明显，截止 4月 29 日，全国锌锭社会库

存 16.78 万吨，较 4月 1号统计的库存减少 5.14 万吨，其中上海市场库存下降最为明显，其

次是天津市场，其余地区库存均有小幅下滑。

4月云南、西北地区冶炼厂集中检修，供应端略显紧俏，叠加 4月恰逢下游消费旺季，故

整体去库存力度明显。从库存数据显示，上海地区库存下降最为明显，较月初下降 3.45 万吨；

其次是天津地区，库存较月初下降了 0.92 万吨；其余地区均有小幅下滑，广东地区库存较月

初下降了 0.39 万吨；江苏市场库存较月初下降了 0.18 万吨；山东地区库存较月初下降了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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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浙江地区库存较月初下降了 0.07 万吨。月初锌价因关税影响震荡上行，但因消费平稳，

下游不得不按需采购以维持订单，上半月整体成交较好，但因调整税点问题部分贸易商在月

初将所囤货物分批投放到市场进行交投，故上半月库存降幅较小；月中至月末锌价阶梯式下

行，下游因持续看跌锌价故整体采购欲望不强，仅按需少采，冶炼厂因锌价较低除长单交投

外，多数捂货不出，故市场整体流通货源不多，下游持续消耗致使库存降幅较上半月较为明

显。月内交投多以贸易商为主，库存虽较月初下降较快，但较往年力度仍是偏弱。后续还应

关注消费端及供应端检修动向。

3.4.精炼锌升贴水状况

图九 2019 年 4 月现货升贴水走势图

上海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上半月对沪4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贴水10元/吨至升水100元

/吨，下半月对沪5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升水60元/吨至升水110元/吨。4月锌价整体呈先扬后

抑走势，上半月利润丰厚冶炼厂积极出货，但下游因价格过高整体采购意愿不佳，仅按需少

采维持订单平稳，故升水下降较为明显；下半月锌价逐步走弱，冶炼厂惜售捂货不出，故市

场流通货源较少，下游逢低积极补库囤货，但因供应端发货量较少，整体库存下降较为明显，

月内市场整体成交情况尚可，较上月偏好。

广东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上半月对沪4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贴水60元/吨至升水20元/

吨，下半月对沪5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贴水30元/吨至升水10元/吨。上半月锌价上行势猛，冶

炼厂积极出货，贸易商前期所囤货源被投放到市场进行交投，升水一降再降，但因绝对价格

过高，下游仍压价接货，上半月市场整体成交偏弱；下半月锌价震荡下行，但下游因持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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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锌价仍按需少采，叠加广东地区下游加工企业订单不足，开工率整体偏低，月内整体成交

量不大，市场整体成交一般。

天津市场，普通品牌锌锭现货上半月对沪4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贴水30/吨至升水130元/

吨左右，下半月对沪5月升贴水运行区间为升水110元/吨至升水230元/吨。月初锌价高开大幅

上涨随后大幅回落，升水报价较为稳定，但多数为贴水成交，下游整体拿货意愿不佳；后锌

价整体呈现低位横盘震荡，升贴水在市场成交偏弱的压力下不断下调，成交也并未有明显好

转，因月末河北地区再次启动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影响，部分厂区停产限产，消费因此

被再度拖累，下游整体还以观望消化库存为主，月内市场整体成交一般，较上月偏好。

3.5 锌锭进出口盈亏

图十 2017~2019 年锌现货进出口比值及盈亏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海关统计局

据我的有色网测算，2019月4月沪伦比值稳定在区间（7.52,7.79），贸易商CIF升水报价

稳定在140美元/吨。据我的有色网数据跟踪测算，月进口锌月均亏损1425元/吨，每吨较3月

多亏2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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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锌下游市场

4.1 镀锌市场

图十一 2017~2019 镀锌板社会库存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4月全国镀锌板卷市场价格继续下跌，但跌幅环比收窄，整体镀锌成交表现一般。据统计，

镀锌1.0mm全国均价为4793元/吨，相较于2018年下跌了144元/吨，冷镀价差为408元/吨。虽

然同比下降了，但是从价格上升趋势来看，年初开始，镀锌价格一直稳步上升，与2018年同

期价格相比，价差在持续缩小中。横向对比冷轧品种，冷轧走势较弱，镀锌表现较为坚挺。

首先从库存角度来看，除去春节特殊时期，根据统计数据显示，镀锌钢厂库存和社会库存一

直在降低中，表明钢厂和钢贸商对于镀锌市场保持谨慎态度，不愿意累积库存，但是相比于

2018年，社会库存是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的，也间接表明镀锌价格趋势较好，钢厂挺价意愿较

强，钢贸商惜售，有意减少订单量，相比于2018年而言，是有意累积库存了。其次，从供给

角度来看：根据调研数据，近期镀锌钢厂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位置，已经高于2018年均值，

短期看供应压力较大，钢厂供给增速会放缓。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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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产能利用率

图十二 2017~2019镀锌板月度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据Mysteel调研，4月份企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回暖态势，受制于行情大幅下行打压，其

产能达产率进一步提高。一方面，二三季度以来，贸易商持续亏损，使得整体订货积极性欠

佳，3月钢厂期货订单明显好转；另一方面，短流程企业原料成本高企，镀锌现货售价重心大

幅，生产销售利润空间也在不断被挤压，甚至出现亏损现象。就整月来看，3月产能利用率继

续出现走强，数据显示，国内镀锌板卷企业产能利用率为69.48%，月环比上涨2.58%。后市来

看，当前产能利用率已处于相对高位，国营企业继续缩量可能性较小，其缩量空间在于民营

短流程企业，预计产能利用率继续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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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产线开工率

据Mysteel调研，虽然4月国内需求依旧不及预期，多数钢厂生产积极性一般，但基于行

情大幅下滑使得企业成本处于亏损边缘或者已经开始亏损，停产限产产线数量相对增加，整

体国内镀锌板卷开工率水平较4月出现下滑。具体来看，镀锌板卷企业全国检修停产产线为24

条，整体开工率90.98%，月环比下降0.75%。后市分析，镀锌板卷企业开工率水平持稳，且目

前饱和度相对较差，进一步停产产线或减少，预计4月将伴随企业利润好转预期或开工有所好

转。

4.1.3、锌锭原料方面

本月镀锌板卷企业生产积极性上涨，环比3月出现下降，基于产能利用率略微下降影响，

锌锭消费也出现相应减量。就价格而言，4月锌锭价格相对下行，价格重心继续下移；采购方

面，采购积极性基本谨慎，且全月仍不及10月水平，加之当前行情利润挤压，资金紧张等因

素影响，企业多数仍对采购小批量多频率操作。据调研，当前多数中等规模企业锌锭月采购

量在80-200吨之间，本月采购次数为4-6次左右。调研统计，4月其130家样本钢厂镀锌板卷生

产企业锌锭消耗量为7.78万吨，环比减少0.07万吨。预计，4月来看，需求整体复苏难度较大，

厂商订单也收到影响，北方逐步进入淡季，届时企业实际生产仍难有提升空间，锌锭消费量

或维持当前水平盘整。

从镀锌工厂锌锭库存情况来看，当前库存水平进一步上升。一方面，企业生产节奏逐步

进入传统消费旺季状态，而订单逐步增加，采购较为谨慎，多现采现用居多；另一方面，3月

企业亏损居多，企业资金较为困难，加之锌锭价格的下移，镀锌板卷生产企业采购观望情绪

加大，采购基本按需操作为主，因此，企业备库将有增加。

后市分析，4月生产企业开工率小幅下降而产能利用率却有小幅回升，在行情相对弱势预

期下，就锌锭消费量而言，其预测将继续保持谨慎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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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锌合金市场

图十四 2015-2019 锌合金企业开工(%)对比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2019 年 4 月，锌合金价格继续随着锌价调整，较 3月下跌 1100 元/吨，基本吞噬了三月

的涨幅 1130 元，回到 2 月的价格区间。4 月压铸锌合金企业开工率为 46%，环比下降 0.8 个

百分点，有下跌趋势。今年开工率较去年同期 49.3%下降 3.3%个百分点，开工率下降的主要

原因下游终端企业订单持续下降，消费弱势成为常态。不仅如此，4月份中小企业的加工费调

降也比较明显，除大厂年初部分企业调降加工费 100 元左右外，小厂陆续调整现款现货的加

工费，部分企业今年的加工费降幅甚至达到 200 元，企业整体进入微利时代。其中，受到冶

炼厂压铸锌合金产品对市场价格的冲击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广东地区，云南几家大型冶炼厂

的锌合金生产稳定，合金锭流入广东地区较多，且面对的客户不再是贸易商代理，而是直接

对下游终端用户实现了销售。另外，环保因素、出口环境改变，也使得终端企业订单减少。

广东地区的整体表现要明显差于浙江、江苏等主流消费地区。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了解，降税

对锌合金生产企业的订单改善非常有限。环保因素在内，不仅对北方热镀锌合金生产主要地

区河北及天津地区的订单影响明显，对福建、广东地区的影响也日益增加，预计 5 月份形势

将更加严峻。下游终端企业压铸五金厂家的现金流也不容乐观，多数企业存在账期问题，尤

其是广东地区更为明显，这也可能导致广东地区的锌合金订单比其他地区有更大可能减少。

因为，面对可能增加的账期，锌合金厂家很难在自身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给终端客户更多

的权限，为了保证公司的现金流，厂家宁愿降低加工费，更多服务现款现货的客户，也不愿

意冒更大的风险承受应收账款坏账的问题。目前，已有锌合金企业反映，有可能出现终端欠

款“跑路”的迹象。浙江地区情况虽然稍好，但是订单波动大，客户不稳定且很难新增优质

客户已经成为业内常态。另外，在终端企业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下，市场上的非标锌合金产品

及低价再生锌合金产品对原生锌合金市场的冲击也开始加大。综上所述，预计 5月锌合金开

工率还有可能继续下降，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的几率不大，锌合金价格还有可能继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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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氧化锌市场

图十五 2015-2019 氧化锌企业开工(%)对比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钢联数据云终端

据我的有色网调研，2019 年 4 月氧化锌企业开工率为 49.50%，4 月份氧化锌开工率小幅

下降。本月，氧化锌价格以稳价为主，月初，虽原料价格上涨，但下游需求有限，氧化锌企

业库存较大，市场维持稳价。后原料锌锭出现下滑趋势，但由于环保压力较大，锌渣出现供

应紧张的情况，部分企业价格有上涨意向，市场整体以稳价为主。本月，半钢胎开工率 65.82%，

环比上涨 1.11%，同比下跌 6.93%。本月半钢胎开工环比小幅抬升，因 3月份半钢企业开工处

于节后恢复阶段，月均开工较低。进入 4月份厂家开工恢复正常，基本高负荷生产，但本月

中下旬厂家排产略有下调。主要原因，一方面 “海军节”前后青岛港出口受阻；另一方面，

内外销出货放缓，厂家订单量略有下降，因此本月开工较上月增幅受限。库存方面，截止本

月 29 日，厂家成品库存量基本在合理范围内，多在 20-30 天。政策方面，本月半钢厂家政策

基本稳定，但市场多存 2%-3%促销政策以刺激下游进货积极性。本月，全钢胎开工率 71.84%，

环比上涨 1.76%，同比下跌 0.54%。本月全钢胎厂家开工较上月略有上涨。全钢胎厂家春节后

因用工等问题开工恢复缓慢，致使 3月份全钢胎厂家整体开工偏弱，进入 4 月份，全钢胎厂

家开工基本恢复正常水平。市场方面，春节后经销商大会期间，商家集中进货。进入 4月份，

市场成交萎缩，厂家成品库存抬升，为缓解成品库存压力，厂家适当调整排产，导致本月开

工较上月涨幅受限。目前多数厂家成品库存在 15-30 天，个别厂家成品库存量在一个半月左

右。政策方面，本月全钢胎企业少有官方政策公告发布，但月底传闻有企业已针对部分规格

推出降价政策。下月氧化锌市场维持稳价的可能性较大。原料方面，受环保影响，近期原料

有供应紧张的情况，原料价格较高，利好氧化锌市场。下游方面，终端轮胎厂开工下滑，对

氧化锌的需求减少。故在成本增加，下游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氧化锌市场或将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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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终端需求情况

5.1.国内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

图十六 2016~2019 国内汽车行业产销统计

数据来源：中汽协会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3 月，汽车产销环比呈较快增长，同比小幅下降。1-3

月，汽车产销依然呈一定下降，降幅比 1-2 月有所收窄。

具体分析如下：3 月汽车产销降幅明显收窄，汽车产销同比继续下降，但降幅比前两个月明显收窄，

市场有所回暖。当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55.8 万辆和 252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 81.5%和 70.1%，比上

年同期分别下降 2.7%和 5.2%，同比降幅比上月分别缩小 14.7 和 8.6 个百分点。1-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633.6 万辆和 637.2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9.8%和 11.3%，降幅比 1-2 月分别缩小 4.3 和 3.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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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房地产行业

图十七 2015~2019 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国家统计局

（1）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

2019 年 1-3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3803 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比 1-2 月份

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17256 亿元，增长 17.3%，增速回落 0.7 个百分点。住宅

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72.5%。

1-3 月份，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13540 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比 1-2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 4816 亿元，增长 8.4%，增速回落 0.4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

4901 亿元，增长 18.9%，增速提高 2.1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 547 亿元，增长 21.8%，增速

提高 10.9 个百分点。

1-3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9944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2%，增速比 1-2

月份提高 1.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484560 万平方米，增长 9.7%。房屋新开工面积

38728 万平方米，增长 11.9%，增速提高 5.9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28467 万平方

米，增长 11.5%。房屋竣工面积 18474 万平方米，下降 10.8%，降幅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竣工面积 13043 万平方米，下降 8.1%。

1-3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54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3.1%，降幅比 1-2

月份收窄 1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1194 亿元，下降 27.0%，降幅扩大 13.9 个百分点。



中国锌市场月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019 年 4 月

（2）商品房销售和待售情况

1-3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2982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9%，降幅比 1-2 月份收窄 2.7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0.6%，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 11.1%，商业营业用房销售

面积下降 6.9%。商品房销售额 27039 亿元，增长 5.6%，增速提高 2.8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销售额增长 7.5%，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13.0%，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 2.6%。

1-3 月份，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1163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8%，降幅比 1-2 月份

收窄 2.9 个百分点；销售额 14280 亿元，增长 1.1%，1-2 月份为下降 1.2%。中部地区商品房

销售面积 8496 万平方米，增长 2.8%，1-2 月份为下降 0.6%；销售额 5897 亿元，增长 10.9%，

增速提高 4.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8736 万平方米，增长 4.3%，增速提高 2.1

个百分点；销售额 6093 亿元，增长 12.2%，增速提高 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960 万平方米，增长 0.3%，1-2 月份为下降 4.8 个百分点；销售额 768 亿元，增长 6.3%，1-2

月份为下降 2.4%。

3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1646 万平方米，比 2月末减少 605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

面积减少 531 万平方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减少 47 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增加 21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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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家电行业

图十八 2015~2019 全国家电产量增速

2019年3月全国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为2406.9万台，同比增长22.3%。2019年1季度全国房

间空气调节器产量为5199万台，同比增长13.3%。

2019年3月全国家用洗衣机产量为661.1万台，同比增长5.5%。2019年1季度全国家用洗衣

机产量为1746.2万台，同比增长1.8%。

2019年3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为735.7万台，同比增长1.9%。2019年1季度全国家用电冰

箱产量为1836.8万台，同比增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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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市展望

综合而言， 4月份锌价高位震荡，从基本面来看，锌矿供应宽松已是不争的事实，加工

费不断走高，冶炼厂利润恢复，之前受环保限制的株冶在 4 月份也已经有 1 万对吨矿产锌的

产量，汉中，湖南三立，太丰等都有复产的迹象，供应增加的进度加快。库存方面，LME 几次

交仓，库存已达 8 万多吨，而国内库存虽有降速但不及预期，库存逻辑有所减弱。消费端，

三、四月份作为传统的消费旺季，今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甚至有所下滑，尤其镀锌的消费

不及预期，所以总的来说，预计 5月份锌价下跌，运行区间在 20000-21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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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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网铅锌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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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