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吴期货研究所 

021-63123177 
 

www.dwfutures.com 

 

 

 

 

【目录】  

 

调研目的及对象 

山东是国内镀锌板产量最大的省份，其中博兴县是山东地区产量最大的区域。

我们走访了 5 家镀锌厂，主要是想了解今年锌价涨势对镀锌需求的影响、终端消

费的情况、镀锌行业的盈利以及新增产能情况。 

 

调研总结 

1、镀锌需求保持增长。通过和业内交流，我们了解到，虽然售价高出普通

钢板，但考虑到防锈的收益后，镀锌钢板的综合成本要低于普通钢板，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镀锌板的竞争力会刺激其需求稳步增长。 

2、镀锌需求对锌锭的价格弹性很低，或者说镀锌厂对锌价涨跌不敏感，因为

锌在原料成本中占比较低。 

3、镀锌线一旦开工，在资金链断裂前，由于重启成本过大，基本不能停产。

今年山东镀锌普遍盈利的带动下，预计明年会有新的产线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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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Mysteel 最新数据统计，山东省境内镀锌、彩涂等板卷产线逾 300 条，产能近 6000 万吨，产线

全国占比超过 37%，产能全国占比更是达到 40%，而博兴县整体占比山东全省水平已经超过 6 成，成了

中国最大的涂镀板卷生产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地。此外，当地还分布了数量较多的冷轧（轧硬）板卷、复

合板、瓦楞板、钢结构等配套产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涂镀之乡”。全国 415 条镀锌线，山东 165

条。镀锌板全国产能近 9000 万吨，山东有近 3000 万吨。 

 

 镀锌厂 A 位于山东聊城市冠县 

企业现已形成年产 200 万吨冷轧板、70 万吨退火板、160 万吨镀锌板和 130 万吨彩涂板的生产规模，

是国内拥有热电厂和天然气等能源项目配套建设的“三板一体化”生产厂家之一。凭着优良的品质和优质

的服务，产品投放市场以来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巴西及东南亚等二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原料库存方面，每月 20 日左右报计划，采购大致 13-15 万吨钢板。每月锌消耗量平均为 3000 吨，

纯锌较少，以锌合金为主，一般来源有株冶、宏达、葫芦岛等，多以长协、厂家直送为主，价格为上海有

色网的月度均价+加工费，一般准备 10 天的锌库存，大概 1000 吨。 

镀锌板用锌占比，平均下来，1 吨镀锌板用 30 公斤锌，由于 A 定位较高端，热卷主要采购方为首钢、

宝钢、河钢、太钢等，价格以钢厂结算价的形式。 

生产按接订单的要求，以销定产，产品定价对下游参考国有钢厂的定价；下游订货，预付 30%的款。

下游客户多为协议户，家电板、房地产，每月产量稳定。 

热镀锌用天然气，由于自备电厂和直供电，成本低至 4 毛每度电，运输和能源成本平均下来，每吨 150

元左右，每年总的运输成本 3000 万。 

环保基本无影响，由于过去四年坚持节能减排，早已达标。 

成品出口占比 20-25%，外贸定价为锁价，而且是先款后货，内贸不锁价。成品库存月均在 16 万吨

左右。 

 

 镀锌厂 B 位于山东聊城市冠县 

目前镀锌年产能为 60 万吨，3 条镀铝锌、2 条镀锌，镀锌厚度为 0.5-3.5 毫米，产量每月 5 万吨，常

年满产、销量好。 

锌锭和铝锌合金每月消耗合计 1000 多吨，其中铝锌合金（AL55%含量）为 600-700 吨/月，锌锭 400

多吨。主要来自葫芦岛，长协，价格按上海有色网均价+加工费+运费。 

生产目前是以销定产，成品 85%出口，家电板较少，建材板较多，还有一部分深加工。 

锌锭备货量为 3-5 天，200-300 吨的库存量。热卷有备货，30 万吨左右，主要来自唐山国丰。 

生产成本，原料占 70%，加工费占三分之一，运输成本，新规前，进出各 40 元/吨，现在涨至 40-50

元/吨。 

反倾销对出口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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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镀锌厂 C 位于山东滨州市博兴县 

根据当地商会统计，博兴县目前还有 97 条镀锌线，彩涂 300 多条，主要产品以 0.6mm 以下的薄板

为主，由于加入铝以后，锌层可以做的薄、低至 20g，符合客户订单，而纯锌最低 30-40g。 

该厂属于当地以稳健经营著称的魏氏兄弟家族，拥有一条镀锌线，去年上了一条镀铝锌和彩涂，产品

全部出口，今年接单情况不如去年，市场整体参考海关数据，彩涂出口同比减少一半，主要原因是国内钢

材涨价，去产能影响供应。 

年产能为 12 万吨，投资额差不多 2200 万元， 

锌用量情况，差不多每天每条线平均 3-4 吨，120 吨每月，目前开了 2 条，客户订单在 80-150g/m2；

原料是合金锌锭，来自靖江新舟。 

镀锌带速是一分钟 120 米，市场上一分钟 150-200 米才有竞争力。 

原料库存方面，基本没有库存，因为没轧机，只能从镀锌开始，热卷从贸易商订货，来自河北唐山。

锌平时最少备一周的货，如果价格低，会多备 5-6 天的量， 

镀锌加工费为 6.5-7 毛每平米，镀锌不能停，需要保持锌锅温度、维系人员、电费，去年亏 300 元/

吨，但没停。彩涂加工费为 500-600 元/吨。 

镀铝锌出渣率较高，每月停产 2 次，1 吨镀锌板需要 7.5 公斤锌。锌渣可以做氧化锌、电池、水龙头。 

环保配备方面，污水处理、在线测试等设备配备较为齐全，环保整顿对企业生产影响不明显。 

 

 镀锌厂 D 位于山东滨州市博兴县 

D 拥有 5 条彩涂，4 条镀锌。以销定产，彩涂每天产量 2000 吨，镀锌每条线每月产量一万吨，厚度

以 0.35 毫米为主，成品出口占比 50-60%（中东），内贸 20%，集团深加工 20%，出口主要走天津和黄

岛港，到港口运费为 50 元/吨。 

对镀锌板价格，看涨也难涨，上游热卷和铁矿石对价格支撑，但下游拉动不足。今年钢铁市场向好，

加工费较好，有一定利润空间，上游比较配合，量可以，价格一般，有信心。 

原料库存，无轧机，较被动，热卷每月 4-5 万吨，来自新美达、明瑞、神华、宏远等四家，其他补充。

每月生产 10 万吨镀锌和彩涂。 

0.35 毫米镀锌板使用的是含 25%铝的锌合金，来自靖江新舟，他家的合金比同行贵 400-500 元/吨，

但综合质量好。每月普通用锌 450-500 吨，目前开三条，按客户订单要求，当前是 700 吨每条每月。 

一条镀铝锌产线的投资额是 3300 万（不含税），看维护好的话，设计寿命可以到 20 年。镀锌线投

资，低的可以有 2000 多万 

目前出渣率为 10%左右，镀锌产浮渣，镀铝锌出渣率较高（15%），底渣，需要停机清理，成本主要

在这里，当前是每月一次停机。 

锌合金 40 吨一车，一锅 25 吨，一班镀锌耗天然气 20 方，2.25 元每方，用电的话，薄板 160-170

度，厚板在 120 度，电价在 7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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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费在 7.5-8 毛/平米，上半年是 9-10 毛，最高 12-13 毛，镀锌基本无欠款，加工费跟价格走。 

对四季度看法，预计整体出口增大，目前订单不缺，由于镀锌供不上彩涂，没做的订单就有 2 万吨。

接下来有新增的一条镀铝锌线，预计 11 月上旬投产。 

 

 镀锌厂 E 位于位于山东滨州市博兴县 

E 拥有 2 条镀锌，1 条彩涂，1 条印花。厚度在 0.5 毫米以下，主要是 0.3 以下，基板是內供和外供都

有。镀锌每条每月产量为 1.2 万吨成材，彩涂 1 万吨，印花 5 千吨，成品内销 70%，以建筑为主，家电

产量不到 10%，博兴当地多为建筑用材。 

目前以销定产，接客户订单，基本满产，比去年好。带速 150 米每分钟，后期会提速到 200 米每分

钟。轧硬来源新美达、国丰，按规格为主，不是长协，每月定量。锌合金来自靖江新舟，用锌量是每条每

月 150 吨，一共是 300 吨，锌锭不备货，现买，一车可用 3-5 天，一车一价，到场付款，现货价；彩涂

用的油漆是立邦等。 

能源费用，电力每度 8 毛，锌在原料成本占比，以 0.35 毫米计算，1000 块锌价涨幅只会增加 10 块

成本。 

加工费和去年持平，上半年 11-12 毛，下半年 7 毛，原料涨价，供应不上，外销利润更高，主要发东

南亚、中亚，未受反倾销影响，港口一般是天津和青岛，运费是 70 元/吨，新规前 60 元/吨。 

环保未受影响。 

准备再上一条镀锌，预计 8 个月后投产。明年产量肯定增加，由于新产能。 

镀锌出渣率是平均 10%，低的 7-8%，高的 12%。 

 

调研总结 

 

1、镀锌需求保持增长。通过和业内交流，我们了解到，虽然售价高出普通钢板，但考虑到防锈的收

益后，镀锌钢板的综合成本要低于普通钢板，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镀锌板的竞争力会刺激其需求稳步增

长。 

2、镀锌需求对锌锭的价格弹性很低，或者说镀锌厂对锌价涨跌不敏感，因为锌在原料成本中占比较

低。 

3、镀锌线一旦开工，在资金链断裂前，由于重启成本过大，基本不能停产。今年山东镀锌普遍盈利

的带动下，预计明年会有新的产线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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