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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从全球的情况看，锌精矿方面虽然有矿山宣布减产，但是面对

印度等成本较低国家矿山的冲击，预计不会出现明显的紧缺情况。而精炼

锌产量方面，在锌精矿充裕的背景下，以及仍有利润的加工费刺激下，出

现大规模下滑的概率较低。另外，虽然来自中国的减产以及收储等计划或

将带来阶段性的压力缓解，但在囚徒效应的影响下，全年维持供需相对平

衡的概率较大。需求方面，由于作为消费大国的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的

过程中，消费方面见不到两点，对此即使出现复苏，也难见前几年的高速

增速，所以价格明年整体反弹的高度将会受限。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明年

的供需层面，将会出现阶段性的压力缓解，但在囚徒效应的博弈下，市场

仍会在供应压力的作用下，再度回落。全年锌价呈现先扬后抑的格局。且

在博弈背景下，波动的幅度也会加剧。

� 铅：从上游铅精矿看，从上游铅精矿来看，由于国内面临的环保压

力依旧，以及国外矿山减产的动作仍在继续，对此铅精矿的产出量仍不太

多，与今年相对，维持等量或小幅负增长的概率较大。但考虑到全球冶炼

厂的开工情况依旧不佳，虽然铅精矿产量增幅有限，但仍能够满足开工需

求，不会出现紧缺。在供应层面上，国外的产量目前看也不会出现过多的

变数，基本也能维持与 2015 年相近的产量，但国内得益于国内再生资源

优惠增值税由之前的 50%下调至 30%，使得再生铅企业盈利能力上升，

对精铅的产出有一定提振，所以供应会有一定的增长，但增速不会太大。

然后，需求端的表现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谓雪上加霜，在原本生存环境恶

化的背景下，消费税的征收，无疑让终端的情况更差，加之锂电池等其他

电池对市场份额的冲击，预计需求方面仍会弱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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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沪锌年报：压力阶段性缓解，博弈难度加剧

第一部分 锌市场回顾

1、锌行情回顾

图1：伦锌价格走势图（月 K线）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2015 年对于基本金属市场来讲，可谓颓废至极。虽然锌价在 2014年年底，是被认为基本面最好的基本金

属，但实际上的表现确实事与愿违，在经过一季度的冲高后，马上峰回路转，进入熊市，且在下跌过程丝毫

看不到一丝反弹的迹象，这种跌跌不休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年底。整体上看，伦锌 2015 年的波动区间在 1474

—2404 美元\吨之间，加权均价为1913.91 美元\吨，振幅达到43.89%。而沪锌方面，全年波动区间在 11815

—17470 元\吨之间，加权均价为14136 元\吨，振幅为35.3%。

具体的走势中，一季度在市场预期锌精矿减少的背景下，加之 LME的库存持续出现回落，使得市场预期

供应将会趋紧，进而带动价格出现上涨。但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终端需求不济、股灾等问题的曝露，

锌价涨势结束，开启下跌之路。并且在下跌过程中，伴随着美元加息预期的升温以及嘉能可债务问题的曝光，

更是使得整个市场悲观至极。在临近年底时，伴随着嘉能可减产、国内锌骨干企业自律减产、国家收储以及

美元加息落地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价格有所止跌，有所企稳。

在经历了接近一年的跌势后，在供应端不断传出减产措施的同时，需求端能否配合其转好，进而带动价

格进一步反弹?还是在新的一年里，锌价继续延续这种跌势？我们只能从基本面的具体演变中进行推导，也许

明年的行情更会让我们眼前一亮！

图2：沪锌价格走势图（周 K线）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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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锌基本面展望

一、全球供需情况

1111、全球锌精矿方面：减产 PKPKPKPK新增博弈加大，盯紧加工费变化

2014 年底，市场曾一度预期受世纪锌矿关闭的影响，将会导致全球锌精矿供需层面出现明显的供应紧缺，

这也导致部分矿山想趁短缺预期带来价格上涨获利，进而加大产出，使得 2015 年全年锌精矿供应充裕，反而

抑制价格上涨，带动价格不断走低。

图3：2015 全球锌精矿月度供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上表为国际铅锌小组（ILZSG）公布的 2015 年全球锌精矿月度供应情况。从图表中可以看出，2015年年

初，全球锌精矿产量同比变化仍在不断走高，随后出现回落。虽然同比数值出现下滑，但其仍在 0轴之上，

只能说明产量的增速下滑，但并未出现减少。锌精矿的充裕，也不断推高全球冶炼成本，这点也能够看出 2015
年供应方面并未短缺。

图4：2015 国内锌精矿加工费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加工费数据能够将锌精矿供需情况表述的更为明显，在加工费不能够出现明显的下降前，预计全球锌精

矿供应方面仍将会维持充裕的转态。这点仍将会是我们 2016年跟踪的重点指标，只有当加工费出现明显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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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时，才能够明确表态供应端减产已经实现。

接下来，我们看下 2016年全球矿山新增、矿建及重启情况。

图4：2016 年国外矿山新增情况

资料来源：安泰科、金汇期货

从上表中看，2016 年确定矿建的项目只有印度方面的印度斯坦锌业，而俄罗斯及南非的矿并未能够得到

确定。但是若 2016年锌精矿价格出现反弹，那么将会加大这两大矿山投产的概率。另外，由于矿脉分布的情

况以及开采的难易程度看，印度、南非等由于人工、开采成本低等因素的影响，其进一步扩产的概率较大。

在嘉能可宣布减产后，印度的相关矿山就曾表示，很愿意弥补这部分损失的产能，因为按其成本计算仍有利

润。

图5：2016 年国外矿山关闭情况

资料来源：安泰科、金汇期货

从关闭情况看，只有波兰、纳米比亚及赞比亚的三家矿山，合计产能为 39.4万吨。相对潜在的新增产量

看量相对较小，对此预计 2016年锌精矿方面的仍会维持相对充裕的环境，出现紧缺的概率偏小。

图6：全球锌精矿产量月度对比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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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来看，虽然不少矿山表示将会减产，但是受到印度等方面低成本的支撑，其减产的难度较大，对

此短期难以看出明显的供应变化。另外，若锌精矿价格在减产预期下出现反弹，不排除关闭的矿山再度重启，

这样处于囚徒效应下的博弈，给市场预测带来更多的难度。不过不管怎么样，加工费情况还是可以更直观的

体现这一状态，对此我们仍需盯紧加工费的变化情况，来推测锌精矿供需方面的转变。

2222、全球精炼锌供需方面：锌市市场自主调节，全球供需紧平衡

从全球供需层面上看，今年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供应过剩的局面，这点可以从国际铅锌小组（ILZSG）公

布的数据中看出，上半年最大的供应过剩量出现在 2 月份，这其中有国内春节的因素影响，但是其他大部分

时间均处于过剩的状态，就明显的显示出全球需求端的低迷。截止到 10月，1-10 月全球锌市供应过剩21.3

万吨，去年同期为短缺 24.2万吨。

图7：全球精炼锌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2015年全球精炼锌市场供需层面出现了明显的反转，由前几年的供应紧缺快速转变成供应过剩，这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一主要消费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终端消费下滑，进而拉低全球消费的步伐。

图8：全球精炼锌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上表为国际铅锌小组（ILZSG）公布的全球精炼锌的月度供需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前几个月全球供

需情况一致处于供应过剩的局面，其中 1 季度过剩量最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精炼锌消费大国，在春节

前后下游终端消费放假，导致需求下滑，进而导致供需矛盾短期加剧。随后，虽然供应压力有所减弱，单月

过剩额度下滑，但仍然维持每月几万吨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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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全球精炼锌供需同比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全球精炼锌供需同比增速数据中来看，2015年精炼的供应增速及需求增速虽然均出现下滑，但是从上

述图表中可以明显的看出，需求增速下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供应增速下滑的速度，这也就意味着来之消费端

的情况明显更为低迷。

图10：全球精炼锌产供应分国家情况

资料来源：ILZSG、金汇期货

从全球精炼锌主产国的产量情况看，中国仍是全球的主要产出国，且今年仍保持着较高的开工率，基本

维持在 10%左右的增速，而韩国、加拿大、日本等虽然总产量不大，但也维持不错的同比增速，主要重要的是

来自印度方面的变化情况，印度 2015年产能扩张十分明显，其同比增速达到 21.7%，远远超过其他产出国，

这明显的体现出印度在其矿山及冶炼行业的快速扩张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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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全球精炼锌需求分国家情况

资料来源：ILZSG、金汇期货

而从全球主要消费国的情况看，仅仅中国及墨西哥方向的增速为正值，其余国家全部进入负增长的状态，

而墨西哥由于消费量基数低，即使同比增速高也难以对全局起到拉动作用，同期中国的增速回落至 2.8%附近，

最终将全球的需求增速拉至 2.9%。

目前随着精炼锌价格的低迷，来之冶炼厂及矿山的呼声愈加强烈，在面对部分矿山关闭的同时，低成本

国家抢占市场份额的心态也在蠢蠢欲动，对此 2016年将会进入博弈的阶段，若价格能够进一步反弹，来之印

度产能的增加仍会冲击市场，而若价格维持低迷，则会保持相对平衡的态势，对此，在这种博弈下预计全球

精炼锌供需层面上将会维持紧平衡的状态，这种亏损减产 PK低成本扩产的形势将会对全球供需进行自主调

节，对此预计全球供需方面对价格影响呈现中性。

图12：全球精炼锌月度供需情况

资料来源：ILZSG、金汇期货

虽然供需上处于相对的平衡，但是从刚刚国际铅锌小组（ILZSG）公布的 10 月数据看，单月需求的增速

反转超过供应段的增速，也导致单月的供应缺口由过剩转为紧缺，这点从上述图 9 全球精炼锌供需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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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中可以看出，对于在需求出现反转之际，可能将会推动价格出现一轮反弹，随后在供需自我调节的作用

下，才再度承压走低。对此从这点看，明年价格呈现先扬后抑的低位震荡格局概率较大。

二、国内供需情况

1111、国内锌精矿供应方面：国内产量不足，仍需进口不断补充

锌精矿供应方面，国内矿山产量受到精炼锌价格持续走低、环保压力及品味逐年下降的影响，致使今年

大型矿上减产严重、中小矿上关闭，在这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国内锌精矿的产量持续回落，截止到10 月国内

单月锌精矿产量为 38.82万吨，同比增速回落至-15.22%，而 1-10月国内锌精矿累计产量为 360.12万吨，同

比增速下滑至-8.46%。

图13：国内锌精矿产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今年国内矿山行业处境在不断恶化，不仅仅需要面对价格持续下跌带来的跌价风险，还需要面对政策层

面对环保问题的压力，以及升级环保设备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随着新修正的《安全生产法》以及新《环境

保护法》的实施，各地环保检查不断，力度也逐渐提高，铅锌行业产业链企业均感受到了各项环保法规威力，

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也在不断加大。2015 年矿山整顿力度持续加大，不合相关规定的矿山企业被关停，小矿

山重启的机会降低，铅锌矿山行业集中度将加快提升，这种状况在 2016 年仍将会延续，对此预计 2016 年国

内锌精矿产量方面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起色。

图14：国内锌精矿累计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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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同国际市场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锌价出现反弹，那么随着锌精矿利润的上涨，不排除部分中

小矿上复产，大中矿上增产的可能，对此这种价格的博弈也会在国内市场逐渐体现，对此 2016 年中价格在反

弹的过程中，将会逐渐目前产能逐渐复苏的压力，我们也需要对此问题持续跟踪。

在国内产量不足的情况下，进口矿源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2015年全年锌精矿进口量不断走高，完全

弥补掉国内产量不足的影响，并且为国内冶炼厂保持较高的开工率提供了基础，也推动今年加工费一直维持

在较高的水平。

图15：国内锌精矿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锌精矿进口方面的具体数据中，截止到 10 月份国内单月锌精矿进口量为 32.05万吨，1-10月累计进口量

为 268万吨，同比增速为 58.6%。且今年下半年开始，锌精矿进口累计值同比变化一直以高于 50%的增速增

长。

图16：国内锌精矿累计进口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对进口量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跟进口关税等情况。目前看，随着 2015 年 8 月份，国内央

行为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报价机制，而采取的主动贬值开始，人民币可能进入一轮贬值周期中。在这

一贬值周期中，正常应该对国内进口产生抑制作用，但是由于国内锌精矿紧缺，进口矿在人民币贬值的背景

下进口仍有盈利，目前看并未受到影响，而且预计 2016 年国内锌精矿产量仍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对此进口方

面仍会是保证国内货源充裕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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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内大部分锌精矿的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刚刚通知并公告“中韩、中澳

自贸协定”开始正式生效，2016 年 1 月 1 日，两个协定将实施第二次降锐，以进一步削减关税。其中，锌及相

关产品进口韩国及澳大利亚税率均有调整。但由于之前锌精矿及精炼锌方面就并未收取关税，对此对锌精矿

进口影响不大。

图17：2015-2016年锌及相关产品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税率表

资料来源：上海有色网、金汇期货

对此，从整体上看，国内矿维持低供应的状态将会成为 2016 年的常态，而进口量方面受人民币贬值的影

响作用较少，仍将是为国内提供充裕矿源的重要来源，具体进口量上，将会根据国内冶炼厂开工情况进行调

节，对此也不会对价格起到过多的指引意义。不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充裕的货源是没有问题，在全球锌精

矿供应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国内亦不会出现紧缺的局面。

2222、国内精炼锌产量：自律减产不牢靠，囚徒效应需谨慎

2015 年，在国内锌精矿供应充裕的背景下，以及加工费仍有利润的刺激下，上半年国内冶炼厂一直维持

较高的开工率，导致精炼锌产量严重过剩，虽然下半年开工有所下降，但力度不大，整体产量仍比较高，同

比增速小幅回落，但仍维持正增长。

图18：国内精炼锌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具体数据上看，截止到 10月国内精炼锌产量为 52.89万吨，同比增速回落至 0.85%，而 1-10月精炼锌累

计产量为 515.41万吨，同比增速为 8%。可以看出国内今年在需求端不断萎靡的同时，供应段缺并未放缓，

反而仍维持较高产量，这也就解释价格什么不断走低，一路跌跌不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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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国内精炼锌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由于精炼锌价格的持续低迷，锌行业骨干企业座谈会上表示，将联合减产 50万吨精炼锌产量。但是具体

每个企业减产的量是多少并未透漏，也并未有明确的具体减产要求等。在此消息的提振下，价格当即作出反

应，快速出现反弹。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自律减产的方法不一定有效，毕竟这种囚徒效应式的博弈，最终均难

以达到行动的一致性。况且，按照目前国产锌精矿的加工费在 5400元\吨左右，而国内目前锌冶炼加工成本

在 5000—5200 元/吨，相较目前加工费而言依然有盈利。对此，骨干行业的减产利于行业发展，但是对于部

分中小企业而言，炼厂减产，矿企或提高加工费水平，不排除其余中小企业增产的可能。所以对于骨干企业

的自律行为我们还是需要理性看待。

图 20：2015国内锌精矿加工费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从目前来看，2016 年国内锌精矿继续维持充裕环境的概率很大，加之加工费水平在没有进一步回落前，

自律减产协议的效果不会太好，即使在初期能够达成减产要求，但在推动价格反弹的过程中，不排除打破协

议，重新复产的可能，对此对于 2016年国内产量的下降幅度，我们还是表示怀疑，预计不会来的特别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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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15国内精炼锌冶炼厂开工率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虽然对明年来讲，我们认为减产的力度不好预估，但是我们可以从冶炼厂开工率的数据中看出一些问题，

目前国内冶炼厂的开工率仍维持在高位，继续提升的空间相对有限，对此也就是说明年即使自律减产没有达

到效果，整体产量继续增加的空间相对有限，目前的开工率水平仍维持在 80%附近。而在需求不断回暖的同

时，这种供应压力将会逐渐缩小。并且对于有色金属来讲需求端仍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对此我们观察的

重点，仍需要关注需求端的变现。

综上所述，供应端的压力在 2016年可能由于自律减产协议、以及国内供给端调节的政策影响，出现短暂

性的回落，但是在利润博弈面前，仍然存在很多变化，例如：自律协议的破灭、中小冶炼厂在价格反弹诱惑

下重启、以及加工费仍有收益等情况下，供应端的变化仍会相对复杂，我们对供应段的观点是过剩阶段性缓

解，但全年看不会大幅走低。

3333、进出口方面：进口仍有盈利，人民币贬值短期难抑进口

图22：精炼锌进口量月度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进口量方面，今年上半年由于进口大部分时间处于亏损状态，对此精炼锌进口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在 6

月份之后，随着进口盈利的不断扩大，导致精炼锌进口量不断走高，这也给本就供应过剩的国内市场带来雪

上加霜的效果。在进口精炼锌的冲击下，市场需求低迷，国产充裕的背景下，后期国内精炼锌价格不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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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低，向下破位。

图23：进口精炼锌盈亏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上图进口精炼锌盈亏情况中看，可以明显的看到上半年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下半年开始

出现盈利，随后在3、4季度基本维持在400元\吨的盈利幅度，这就刺激精炼锌进口量的不断走高。其中由中

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11月，国内当月进口量为7万吨，虽然较10月的7.2万吨有所减

少，但是同比增速仍然达到270%的增速，而1-11月国内精炼锌进口总量为44.9万吨。

图24：国内精炼锌月度进口量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国内人民币可能短期进入贬值周期，从经济学上看，应该是对进口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但是在幅度没有达到改变进口盈利的平衡点时，影响意义可以忽略。另外，目前国内锌冶炼骨干企业

的自律减产协议已经落地，但是收储预期仍然存在，在收储没有最终定论前，国内价格仍会强于进口价格。

另外，我们预计国内供应过剩情况将会出现阶段性缓解，对此在此阶段也会推动价格反弹，在反弹过程中进

口盈利水平再次扩大的概率较大，这也会逐渐为未来进口增加带来潜在刺激。对此从这点看，预计明年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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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源仍会对国内市场带来冲击，在把握阶段性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进口盈亏情况。

我们预计上半年由于国内春节效应，进口压力会有所减少，伴随着阶段性供应压力的缓解，价格反弹，

随后进口继续维持盈利的概率较大，也将会受到价格反弹带来的反作用力，对此也支持我们对明年的观点，

价格先扬后抑。

4444、库存情况：LMELMELMELME 库存回落，上期所未增，国内隐性库存增加

库存变化上，LME 库存方面，在一季度伴随着进口流入国内，而同时国内上期所库存也随着走高，随后

进入相对平衡的状态。三季度，在全球锌价不断下滑的过程中，LME 的库存再次增加，快速回归至 60 万吨

的水平。9 月份开始，再次伴随着国内进口量的激增，LME 库存再度下滑，但此次国内库存并未增加。

图25：LME及国内库存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截止到12月底，LME的库存水平维持在50万吨，而国内维持在 20万吨的水平，整体看仍是相对较

低的库存水平。

图26：LME 库存分项数据

虽然库存水平整体处于相对低位，但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去库存化的过程尚未结束的背景看，仅仅

去看量值意义并不大。并且目前库存流动性的便利，也难以预估其实际是否转入终端进行消费，还是转

为隐性库存中。2015 年上半年，LME库存的快速回落，并非单单的国内进口增加所致，在跟贸易商沟通

中，仍是部分商业巨头进行的囤货动作，对此难以反映真实的需求情况。

不过虽然说目前对预测需求情况的意义不大，但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受国内进口激增的影响，货源

不断涌入国内，但是国内终端方面的需求却日渐下滑，国内自产精炼锌就已明显过剩，并未能够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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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全部消化，于此同时，国内交易所库存并未出现上涨，很大程度可以说明这部分货源转化成了隐性库

存，这也为后市价格反弹过程中不断带来压力，这也是我们后期需要不断关注的重点。

综上所述，库存方面对价格的影响，我们认为是偏向于利空的，但是可能不会这么快体现出来，毕

竟只要价格出现反弹，并且使得有足够盈利水平后，这部分隐性库存才会被重新激活，流入市场，进而

才会对价格产生抛压。

5555、国内精炼锌消费：高速增长已远去，回暖之路仍漫长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实体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最终导致国内对精炼锌的消费增速不断回落，

虽然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呈现负增长，但是其增速下滑的速度还是很可观的。以镀锌板为例，去年的平均增速

还能达到近 15%，而今年的增速快速回落至 5%一下，凸显出需求端的不济。

图27：国内镀锌板产量及同比图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上表为国内镀锌板月度产量情况，其中蓝色柱体代表国内单月镀锌板的产量，而红色线代表同比增速，

可以明显的发现同比增速在不断的回落，截止到 10月份已经转负，为-2.36%。而 1-10月国内镀锌板累计产量

为 4355.6万吨，同比增速为 4.92%。

图28：国内镀锌板产量累计图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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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国内精炼锌消费分类的情况看，镀锌板仍然占有积极重要的份额，基本上已经超过 50%的占比，

对此受制于镀锌板增速的不断回落，也就带动国内对于精炼锌的消费表现不佳，同时面对供应上的压力，精

炼锌价格持续走低也就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图29：精炼锌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镀锌板主要的消费领域在家电、汽车、装饰、建筑以及电力等行业，从各个行业的指标中，我们也可以

目前消费的情况。

图30：国内汽车产量月度对比数据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今年汽车行业的表现也并不是十分的景气，从汽车的产销数据看，2015 年已经告别了前几年高速增长的

势头，虽然仍有产销量的数据仍有增长，但是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全年看，一季度及二季度基本维持与去年

同期相当，三季度一度呈现负增长，四季度在国内下调购车相应税费后，有一定提振，产销稍有好转，但仍

难以拉动全年的累计数据。

具体情况看，截止到 11月，汽车产销 254.4万辆和 250.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74%和 19.99%，这是产

量年底首次同比增速超过 10%，销量连续第二月超过 10%。不过这种短暂的复苏，难以对全年的产销情况产

生明显的拉动作用，1-11月，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2178.66万辆和 2182.39万辆，产量同比增速为 3.34%，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NONFEMET COMMODITIES & FUIURES AGENCY CO.,LTD
.

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
免责声明:本报告仅可作为投资人交易之参考依据。报告中讯息数据来自可信赖之媒体，但是来源与数据未经独立验证，严格来说并无法代表、表示或暗示本报告提及的资讯或意见的
正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因此，金汇期货对于使用或基于信赖本报告的信息形成的交易方向所造成的任何损失(包含获利减少)与伤害并不负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报告内的任何
讯息、意见或建议若有改变将不另行通知。

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话：0755075507550755 83472566834725668347256683472566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60136013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18181818楼楼楼楼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www.szjhqh.comwww.szjhqh.comwww.szjhqh.comwww.szjhqh.com

销量为 1.8%。

图31：国内汽车销量月度对比数据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图32：汽车累计产销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汽车行业的低迷已经严重拖累精炼锌的消费需求，虽然今年国内出台了降低购置税等措施，希望能够提

振相应消费，但是在面对宏观经济调整的阶段，这种措施提振的持续性不佳。及时明年经济能够有所好转，

汽车行业的整体增速也不会快速回升，维持在 5%左右就算是比较理想的转态，对此预计汽车这块明年对精炼

锌的需求提振作用依然有限。

图33：家电产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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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电方面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空调以及冰箱的同比增速全年呈现回落的势头，目前已经降至负增

长的水平，其中截止到11月份，空调的同比增速为-6%，而冰箱的同比增速为-2.5%。虽然洗衣机方面在9月份

有过短暂的强势表现，但是仅仅为昙花一现，并未能持续，目前其也同比增速也回落至负增长，为-6.9%。

图34：家电分类产量月度对比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传统家电行业的颓势，亦消弱精炼锌的实际需求，在目前的情况看，家电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根房地产

行业有关，今年国内房地产行业的下滑，也拖累了整体的消费能力。

图35：过房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 2013年开始，国内房地产行业进入到下滑的阶段，虽然一线城市依然能够保持不错的增长，但是二、

三线城市的销量却持续下滑，伴随着库存的增加，使得整体情况表现欠佳。从国房景气指数看，虽然 5 月份

开始有所止跌，由最低的 92.43反弹至目前的 93.35，但仍然难以摆脱这种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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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持续回落，加剧对目前房地产行业的悲观看法。今年，国内为提振房地

产行业，已经有相应的政策的出台，只是目前看还并未看到实际的效果。先是年初的“3-30”政策，后是 8
月底的“8-31”政策， 随后又是对国内二套房贷款首付的下调、以及对外籍人士购房政策的放宽等手段，其

旨意就是想要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也可以看出国家仍对房地产行业十分重视。而且，在近期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也不断在强调房地产的去库存任务，但是从目前看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出台，不排除在 2016 年会有相

应额度提振政策出台，这点看还是值得期待的。

图 37：轮胎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氧化锌占比精炼锌的消费比例大约在 10%左右，而氧化锌最多的应用领域是在轮胎方面。国内今年上半年

的轮胎产量呈现负增长的格局，三季度后，在汽车行业回暖的带动下，有所回升，但是整体的情况依然低于

去年同期的水平。

图 38：国内铜材累计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锌合金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下铜材的产量情况，2015 年国内铜材的产量情况还算理想，虽然累计产量的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NONFEMET COMMODITIES & FUIURES AGENCY CO.,LTD
.

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
免责声明:本报告仅可作为投资人交易之参考依据。报告中讯息数据来自可信赖之媒体，但是来源与数据未经独立验证，严格来说并无法代表、表示或暗示本报告提及的资讯或意见的
正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因此，金汇期货对于使用或基于信赖本报告的信息形成的交易方向所造成的任何损失(包含获利减少)与伤害并不负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报告内的任何
讯息、意见或建议若有改变将不另行通知。

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话：0755075507550755 83472566834725668347256683472566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60136013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18181818楼楼楼楼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www.szjhqh.comwww.szjhqh.comwww.szjhqh.comwww.szjhqh.com

同比增速明显低于去年，但是其增速情况却一直呈现回升的状态，相比镀锌板及氧化锌，还算较为理想的了。

但是，由于这部分占的比重较小，对此，实际的观察意义并不大。

综上所述，需求端仍然维持低迷的状态，虽然汽车行业刚性需求摆在这里，但其增速的回落已经是事实。

而房地产行业目前仅仅一线呈现值得期待，二、三线呈现仍不乐观，对此即使出台政策提振，或许其实在的

意义并不大。房地产行业在调整周期中，对家电的贡献也会减少，所以需求端来看，难以寻找到亮点，即使

明年国内的经济环境能够好转，需求端的复苏之路仍会较久，难以回归前几年的高速增速。

第三部分 锌价展望

1111、技术分析：关注黄金分割线

图 39：伦锌月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金汇期货

从 LME 锌及沪锌的月线走势图中看，价格均已经跌破前期的震荡区间下沿，其中 LME 锌为 1850美元，

沪锌为 14000一线。如果按照黄金分割线进行划分，价格上档的压力区间分别在 0.382、0.5及.0618处，而按

照目前的情况看，价格出现中线级别反弹的概率较大，也就是说价格反弹的主要压力位在 0.5处，对此我们预

计明年 LME 锌的反弹高点在 1950—2050 美元之间，而国内沪锌的反弹高点将会在 14600—15300 之间。随后，

在回落过程中，价格将会再次考验前期低点的支撑力度。

图 40：沪锌主力合约月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金汇期货

2222、展望及走势预测：锌价先扬后抑，波动加剧

从全球的情况看，锌精矿方面虽然有矿山宣布减产，但是面对印度等成本较低国家矿山的冲击，预计不

会出现明显的紧缺情况。而精炼锌产量方面，在锌精矿充裕的背景下，以及仍有利润的加工费刺激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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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下滑的概率较低。另外，虽然来自中国的减产以及收储等计划或将带来阶段性的压力缓解，但在囚徒

效应的影响下，全年维持供需相对平衡的概率较大。需求方面，由于作为消费大国的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

的过程中，消费方面见不到两点，对此即使出现复苏，也难见前几年的高速增速，所以价格明年整体反弹的

高度将会受限。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明年的供需层面，将会出现阶段性的压力缓解，但在囚徒效应的博弈下，

市场仍会在供应压力的作用下，再度回落。全年锌价呈现先扬后抑的格局。且在博弈背景下，波动的幅度也

会加剧。

至于前期低点 12000 附近，是否会成为市场短期的底部，我们认为鉴于前期价格在 12000之下时，从冶

炼厂的反应来看，对其冲击还是比较严重的，对此若果价格再度下穿至 12000 之下，那么会进一步加剧锌行

业骨干企业自律减产的牢固度，对此即使有短期的跌破，也不会停留太长时间。对此，我们认为 12000 会是

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低点，也会为价格提供较强的支撑。而如果价格按照预期的先扬后抑，再次回落的过程中

能否跌破这一点位，现在来看仍为时尚早，这就需要进一步关注国内在供给端调节中的力度以及政策的支撑

幅度。

图 41：伦锌预期走势

数据来源：金汇期货

图 42：沪锌预期走势

数据来源：金汇期货



深圳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NONFEMET COMMODITIES & FUIURES AGENCY CO.,LTD
.

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以上资料仅用作实际交易之参考，本公司对报告揭示内容之最终影响不作任何保证。
免责声明:本报告仅可作为投资人交易之参考依据。报告中讯息数据来自可信赖之媒体，但是来源与数据未经独立验证，严格来说并无法代表、表示或暗示本报告提及的资讯或意见的
正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因此，金汇期货对于使用或基于信赖本报告的信息形成的交易方向所造成的任何损失(包含获利减少)与伤害并不负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报告内的任何
讯息、意见或建议若有改变将不另行通知。

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电话：0755075507550755 83472566834725668347256683472566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60136013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号中国有色大厦18181818楼楼楼楼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www.szjhqh.comwww.szjhqh.comwww.szjhqh.comwww.szjhqh.com

2015铅半年报：需求端再度恶化，价格持续承压

第一部分 铅市场回顾

1、铅行情回顾

图1：伦铅价格走势图（月 K线）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回顾 2015年铅价走势，国内沪铅价格要明显强于伦铅，伦铅在年初冲高后，价格再度转弱，重心不断下

移，并在 11 月的暴跌中涮新新低。但沪锌经过年初反弹后，价格进入宽幅震荡的格局中，即使 11 月的下跌

同样犀利，也很快收复失地，维持偏强的局面。

年初反弹行情发起的主要，一方面是由于市场预期锌精矿供应不足，在锌价反弹的带动下铅价随之反弹。

另一方面，国内在 4 月份河南地区冶炼厂停产检修情况较多，使得短期供应压力下降，进而推动价格反弹。

但是随后在中国经济不断放缓、需求端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价格快速转跌，并且在佳能抛售库存等因素的刺

激下，11 月价格经历短暂的恐慌，伦铅创出新低。随后在国内铜、锌、镍等行业自律协议及收储预期的提振

下，价格止跌回升。整体看，伦铅 2015年的波动区间在 1550—2160美元之间，加权均价为1788 美元，振幅

为 32.88%。。沪铅的波动区间在，11770—14025元之间，加权均价为 13030元，振幅为 18.16%。

随着国内转型升级的延续，以及供应段改革的深入，在面对本就降无可降的产量，以及持续低迷的需求，

铅价 2016年又将何如演绎，我们仍需深入基本面进行解读！

图2：沪铅价格走势图（月 K线）

资料来源：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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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铅基本面分析

一、铅精矿方面：铅精矿产量负增长，短期难以改观

从国际铅锌小组（ILZSG）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5年全球铅精矿的产量一直处于下滑的格局中，其中

三季度开始，产量下滑的速度明显加快。从具体数据中看，10 月份全球铅精矿的产量为32.9 万吨，同比增速

已经回落至-31.32%，全球铅精矿矿山的经营状况变的十分差。

图3：全球铅精矿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全球主产国的分项数据看，澳大利亚的铅精矿产量有一定幅度的下滑，但是成都不大，而拉动全球铅

精矿产量大幅下滑的动力仍是国内产量的快速走低，进而拉动整体产量下降。

图4：主产国铅精矿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国内铅精矿产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由于铅价格的持续回落，是的矿山开采积极性转

弱。另外，受环保问题的影响，大部分中小矿山被关闭，也是铅精矿产量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最后，国内由

于在今年年初，公布了《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15）》，大幅提高了新建铅锌矿山的标准，这也使得国内新增

矿山的步伐放缓。

虽然今年铅精矿的产量一路出现下滑，但是并未对价格起到足够的支撑作用，因为相对于上游，其终端

冶炼厂的开工情况也不理想，对此整体的情况上，铅精矿仍然维持相对充裕的水平，并未起到任何对价格有

利的作用。

http://www.f139.com/pb/index.html
http://www.f139.com/z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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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产量下滑的情况，至少在2016 年上半年前不会出现任何的改变，即使铅价出

现上涨，也难以起到提振产量的作用，毕竟中国目前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与日俱增。对此，预计2016 年

全球铅精矿维持负增长将会常态化，但是考虑到冶炼厂开工率较低的影响，也不会出现紧缺的局面，仍会满

足冶炼厂的开工需要。铅精矿方面，从目前状况看，对价格的影响不大。

二、精炼铅产量方面：环境未变，精炼铅产出持稳

全球精炼铅的产量方面，也随着开工率的下降，导致产量出现下滑，2015 年全年呈现负增长的格局中。

根据国际铅锌小组（ILZSG）公布的数据看，截止10 月，全球精炼铅产量为 84.65万吨，同比增速回落至-15%，

而 1-10月精炼铅累计产量为 757.6万吨，同比增速为-18%。

图 5：全球精炼铅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产量的快速下滑，亦是中国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内冶炼厂在环保力度加大及利润不佳的影响下，

开工率下滑，使得全球产出水平不高。2015年年底，在基本金属各个行业组织中，均纷纷表示减产挺价，

之所以铅并未有相关新闻传出，主要也是因为已经降无可降，所以也难以采取减产提振的方法。

图6：全球精炼铅环比数据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国内精炼铅产量的数据看，今年的情况明显比前几年要糟糕。截止到 10 月份，由国家统计局公布具体

数据中，10 月国内产量为 32.21万吨，同比增速为-7.17%。累计产量方面，1-10月份为 321.63万吨，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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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为-4.54%。

图7：国内精炼铅产量月度对比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下表为2012年以来，国内铅冶炼的加工费情况，从图表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不论国产矿还是进口矿，加

工费的走势均出现上涨，尤其在2015涨速更是明显的加快，说明及时在全球铅精矿产量下滑的背景下，国内

整体的供应情况依旧十分充裕。

图8：国内铅精矿加工费

资料来源：安泰科、金汇期货

从矿产铅及再生铅的对比情况看，今年再生铅的产量并未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虽然增速不高，但仍然维

持正增长的势头，这主要得益于国内对再生资源增值税优惠政策改变，从2015 年 7 月份开始，国内对再生资

源优惠增值税由之前的 50%下调至30%，这样使得部分再生铅企业利润回升，进而也就带动再生铅的产量出现

一定幅度的上涨。不过由于再生铅占比精炼铅的比例仅为30%左右，对此并未对国内精炼铅整体产量带来过多

的影响。

图9：原生铅再生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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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考虑到目前再生铅的利润情况有所好转，并且废电瓶仍相对充裕，使得再生铅企业的产量仍然维持正增

长，但是考虑的再生铅的产能有限，增加的幅度不会太多，并且再生铅占比较低，对整理产量影响有限。

图 10：再生铅利润

资料来源：安泰科、金汇期货

由于国内目前对于环保的要求仍维持较为严格的标准，并且新增产能仍会受限，所以原生铅这块预计 2016

年仍会维持小幅负增长的转态，而受到再生铅的弥补，国内精炼铅的整体产量预计于2015 年相比，变化不会

太大，基本维持 0增长。

综上所述，在国内产量缺乏亮点的作用下，预计全球产量亦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供需层面的影响将会更

多的受影响与需求端的变现。

三、精炼铅消费方面：消费税增收，终端需求雪上加霜

2015 年在铅精矿、精炼铅产量纷纷下滑的背景下，虽然缓解掉供应段的压力，但是并未对价格起到任何

的提振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铅需求端的表现更差，使得全球供需层面基本呈现紧平衡的格局。在这种背景下，

价格持续走低也就于情于理。在 2015年，终端表现情况上，不经需要面对行业本身不断恶化的环境，还需要

面对锂电池等其他电池对市场份额的冲击。所以需求端的经营压力也是每况日下。

图 11：全球精炼铅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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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全球精炼铅具体的消费数据来看，今年的消费增速下滑明细，且同比下滑幅度已经超过两位数。截止

到 10月份，全球精炼铅的消费量为 84.33万吨，同比增速为-16.87%。而 1-10月份累计消费两位 837.23万吨，

同比增速为-9.2%。

图 12：全球精炼铅需求月度对比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上表为全球精炼铅月度需求量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今年的需求端的表现明显弱于前几年，消费量基本回

归至 2011年的水平。

图 13：精炼铅分国家消费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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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转向的需求仍是制约需求端最为主要的原因，从铅终端消费分类上看，铅酸蓄

电池仍是主要消费端，中国主要铅的初级消费是生产铅酸蓄电池，约占铅总消费的80%，铅酸蓄电池的产量很

大程度影响了铅的消费。

图 14：铅行业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金汇期货

下表为国内铅酸蓄电池月度产量及同比数据，从其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从 14年年中开始，铅酸蓄电池的同

比增速就开始回落，到 2015年年初开始转为负增长，虽然三季度有所缓和，但是仍难以改变目前岌岌可危的

境况。具体数据中，截止到 10月份国内铅酸蓄电池产量为 1912.6万千瓦时，同比增速为-4.75%。表面上看

负增长的幅度并不大，但是 7、8、9三个月份同比增速已经为联系三个月负增长超过-10%。1-10 月累计产量

下滑也十分明显，同比增速为-11.47%。

图 15：国内铅酸蓄电池产量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目前在深处“严冬”和“贫血”的铅酸蓄电池行业，再度迎来噩耗，据前期国家财政部及税务总局联合

颁布的《关于对电池、涂料增收消费税的通知》中，决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铅酸蓄电池行业增收

4%的消费税，这无疑让铅酸蓄电池行业的经营雪上加霜，前景再度陷入黑暗中。

利润本来就十分薄弱的铅酸电池一旦征收消费税，那么可能会导致铅酸电池行业崩溃。而新型环保锂电

池也许将彻底迎来“春天”，采用锂电池作为动力的电动车，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也会更具优势，这种产品

的替代作用也会挤压铅酸蓄电池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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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国内铅酸蓄电池产量累计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虽然中国仍在不断强调供应段改革的转型方向，但是目前本就低迷的冶炼厂开工率，已经是降无可降，

而 2016年又必须面临需求端的进一步恶化，对此这种情况将会将供需情况由今年的紧平衡转变成小幅过剩，

对于价格的影响上，是偏空的，对此从需求端的情况看，我们认为明年的铅价依旧压力重重。

图 17：全球精炼铅供需平衡表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四、进出口及库存方面：精矿进口仍会较高，库存上升意味需求不佳

进出口方面，国内在精炼铅方面的数量一直不多，每月出口量寥寥无几，而进口量基本也就维持在几千

吨的水平。但是在铅精矿方面，今年的进口量却出现大幅增长。

图 18：国内精炼铅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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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看，2015年 11月国内单月进口量为 2367 吨，而出口量为 204吨，1—11月国内

累计进口量为 4.5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3.1万吨增长 1.4万吨，这些主要是上半年进口较多导致的，而下半年

的进口情况不断出现回落，显示国内需求进一步萎缩。由于进口的量相对较少，对实际的供需情况影响不大，

更多的是体现内外盘比值的盈亏情况，对此没有太多意义。

图 19：国内铅精矿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铅精矿方面，今年进口在一季度受国内春节因素影响，出现一定幅度回落，但是5 月份后进口量快速走

高，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矿山在环保问题的影响下，产出不足，对此依靠进口来弥补缺口，另一方面由于进口

矿加工费仍有利可图，对此也促进进口增长。

考虑到国内矿山的经营环境并未发生变化，且环保问题仍有进一步从严的可能，以及新增矿山的要求较

高，对此 2016 年国内自给量仍不足，进口这块预计仍会相对较高，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从这点来看，进口

增加仍会维持国内供应的充裕。

图 20：精炼铅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库存情况方面，今年国内库存呈现小幅走低的格局，而 LME铅库存波动变化比较大。从 2015 年年初开

始，国内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为 1.5万吨左右的水平，经过近一年的消化，库存水平下降1 万多吨，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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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吨左右，与LME 相比变化量不大，没有实际影响。

LME 方面，库存在年初先出现回落，由年初最高的23.5 万吨回落至年终的15.5 万吨，随后伴随着铅价

的反弹，市场现货出货压力较大，进而转为期货市场抛货，使得库存快速反弹至 22 万吨。下半年在国内进

口有利的带动下，库存再度回落，刷新年内低点至 13 万吨。年底在基本金属行业纷纷自律表示限产之际，

随着基本金属反弹，铅价重心也有所抬高，但市场上出货仍较难，对此库存再次快速上升，截止到圣诞前，

库存回升至 19万吨。

图21：LME 库存分项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库存分项数据看，在12 月份价格反弹之初，伴随着注册仓单的快速增加带动库存走高，随后注册仓

单快速在转变为注销仓单，但由于目前现货市场低迷，预计并未能够流入终端，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未来供

应端的压力仍会较大。

图 22：精炼铅LME 库存分地区情况

资料来源：WIND、金汇期货

从分地区情况看，库存大部分仍是在亚洲地区，而且集中在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仓库中，目前大约5 万吨

的库存增量，相当于国内 1 年的进口量，所以如果铅价进一步反弹，上方的抛压将会越来越重。对此，虽然

我们看好基本金属明年上半年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铅方面的反弹幅度有可能是最小的，毕竟其面临的

压力以及需求进一步萎靡的影响，基本面情况较锌来看，要更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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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铅后市展望

一、铅价技术分析

图23：LME 铅 K 线走势（周K 线）

资料来源：博易大师、金汇期货

从 LME 铅周K 线上看，价格从 2013 年开始，一直围绕在 1900—2300美元之间波动，随后在 2015年年

初跌破此区间，但并未有效跌破，经过上半年的反弹后，年终才有效下破，对此前期震荡区间下沿 1930 美元

附近转为强压力位。从黄金分割线上看，若将 2014 年 8月份看成是下跌前的高点，以前期低点 1550 看成阶

段低点的化，黄金分割的 0.382处为 1850 美元附近，0.5处也在 1930 美元一线，对此预计伦铅上档的压力区

间在 1850-1930美元之间。

图 24：沪铅K 线走势（周K 线）

资料来源：博易大师、金汇期货

而从沪铅周 K线上看，2013 年 4 月到 2014 年年底前，铅价呈现明显的箱体整体格局中，在 2015 年年初

跌破箱体下沿后，价格从新进入盘整格局，并且价格重心也在下移，目前看新的整理区间在 11700—14000 之

间，价格今年多次的上冲过程中均为能突破压力位，对此此区间 2016 年仍成立，预计沪锌上档的压力在 14000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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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伦铅及沪铅下档的支撑看，前期低点目前也只能看成阶段性低点，但是从其基本面的情况看，我们

认为在 2016年并不能够守住，毕竟目前对供应端的稳定，其需求端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对此再度创出新低的

概率增大。

二、后市综述

从上游铅精矿来看，由于国内面临的环保压力依旧，以及国外矿山减产的动作仍在继续，对此铅精矿的

产出量仍不太多，与今年相对，维持等量或小幅负增长的概率较大。但考虑到全球冶炼厂的开工情况依旧不

佳，虽然铅精矿产量增幅有限，但仍能够满足开工需求，不会出现紧缺。在供应层面上，国外的产量目前看

也不会出现过多的变数，基本也能维持与 2015年相近的产量，但国内得益于国内再生资源优惠增值税由之

前的 50%下调至30%，使得再生铅企业盈利能力上升，对精铅的产出有一定提振，所以供应会有一定的增长，

但增速不会太大。然后，需求端的表现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谓雪上加霜，在原本生存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消

费税的征收，无疑让终端的情况更差，加之锂电池等其他电池对市场份额的冲击，预计需求方面仍会弱于

2015 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铅的开工情况本来就不高，已经降无可降，对此也并不会像锌一样通过减产都

政策提振价格，我们认为其表现在 2016年会弱于锌价，也会是铅锌价格有所回归。

具体的行情演变中，我们也更倾向于先扬后抑的走势，在跟随基本金属反弹的过程力度偏弱，但在下跌

过程中可能幅度会更深。

图 25：伦铅、沪铅预期走势

资料来源：博易大师、金汇期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