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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目的及对象 

云南省号称“有色金属王国”，其锌精矿和精炼锌产量在国内都位居前列。

我们走访了当地多家冶炼厂、矿山和贸易商等，主要是想了解今年云南省锌矿和

精炼锌的供应情况、环保的力度及影响、终端消费、中小矿山复产情况。 

 

调研总结 

1、锌精矿和精炼锌的供应依然是紧而不缺，今年国内供应的增量在再生锌

和进口。 

2、环保执行力度较严格，但市场上正常运行的矿山和冶炼厂由于自身环保

投入早已到位、达标，未来环保检查对其生产影响微小。 

3、环保严格的执行力度和偏紧的资金面，共同限制了矿山复产。对矿山来

说，环保虽然执行严格，但可以通过新增环保投资来解决，然而当前较紧的资金

面显著的增加矿主获得资金的难度。 

4、由于原料价格高和资金面紧张，西南地区终端消费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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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炼厂 A 

产能总计 16 万吨，昆明 10 万吨常规浸出湿法，马关 6 万火法，去年产量 15 万吨，该规模在云南

排第二，驰宏之后。目前是国企稳健运营，虽然自己无矿山、无进口矿，只有 2008 年亏损过。 

最新生产情况：一季度完成锌锭产量 25855 吨，完成计划产量 96.42%。一季度锌锭销售总量

38803 吨，其中昆明电解锌销售总量 17552 吨，马关锌销售 15088 吨。一季度共计采购原料三万余

吨，锌层面加工费实现利润 154 元/吨，副产价值 862 元/吨，综合价值 1016 元/吨，超预算 276 元/

吨，共计实现盈利无税 800 余万。 

生产和加工费情况：当前无减产、满负荷生产。锌矿加工费下降，当前是 5000-5200 元/吨（算上

价格分享后，这个价格对应进口加工费差不多是 60-70 美元/吨），去年年初昆明差不多是 5700 元/

吨。 

环保：对于国企来说，宁可多花钱也不能出事，每个烟囱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领导。云南的国企都没

有因为环保关掉的，目前政府可以 24 小时在线监测排水和排气。 

成本：当前电价 5 毛，大货车限行 10pm-8am，煤焦价格一直在涨，石墨电极从 12000 涨到

22500，马关电炉一年增加几百万的成本。矿价中，银计价了，金属铟也计价好几年了 

云南省内矿山开工情况：兰坪正常、华联正常、驰宏两个矿山正常，潜在的 2 个较大矿山有正康 10

万金属吨（已经停了 2-3 年，今年预计起不来），建水 15 万金属吨（停了 4 年，安全环保原因）。今

年云南省整体的锌矿产量预计会有增加，不会下降。云南矿省内都可以匹配，附近省份有来采购，但整

体紧张。 

发货绝大部分给贸易商，只发到交割库：广东南储，上海豫强。无直销、要求全款，只签长单，以

产定销， 

库存：原料库存正常，1 个月精矿库存（以前锌矿在一万三四的时候，有 2-3 个月的库存），成品零

库存，厂内库存为 700-800 吨，目前生产 300 吨/天。 

对期货套保的看法，要看情况，目前基差大、现货升水 400-500，对冶炼厂来说比较头疼。 

认为结合基本面看的话，锌价长期合理的价位是 17000 元/吨。 

 

 贸易商 B 

主要开展有色金属、新能源产品、原材料加工和进出口贸易，同驰宏、云铜、云锡、上海中发、株

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主营产品包括锌锭（年贸易量 2.4 万吨，60%云南省内）、铅锭（年贸易量 1.2

万吨，90%云南省内）、原料（金属精矿年贸易量 3.84 万吨，其中四川占 60%，云南会泽 30%，老挝

10%）。 

环保：矿山的采矿、选矿和尾矿治理，其实只要有投入就可以解决。西南的矿山几千家，但正规的

只有几十家。污染主要在尾矿的治理、渗透、整放和矿石的毒害杂质。锌价高，但矿量不增，主要原因

在环保。矿山前期环保投入巨大，一般几千万的资金已经在购买矿山上了，如果再按照环保的标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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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采矿的成本会略高，有些老板估计不愿意；而且资金面紧张的情况下，其实很难找到新的资金。

目前的政策上如果环保不达标，立即关停。 

锌矿的情况，整体偏紧，但比去年 8、9 月份好一些。进口矿主要在北海和湛江港，量不多，冶炼厂

去采购发现基本没货。云南矿，一般品味高，硫化矿，20-30 点，高的有 40 点，含有稀有金属金、银、

锗等，目前技术进步了，1-2 点的矿就可以选。 

锌锭和下游消费：在西南地区客户 90%是镀锌，80%资金有问题，但三年前无赊账。西南地区的消

费量，不比华东、华南，这里最大的初级消费在镀锌，重庆的镀锌发展很快，镀锌里耗锌较多的地方是

铁塔和钢管，差不多 50 吨钢材对应一吨锌锭，而不是镀锌板，这边最大的下游是电网工程。但整个下游

不好，不如去年上半年锌价一万四的时候，目前比较吃力。主要体现在资金上，终端客户的资金比较紧

张，签约后对方资金到不了，西南地区 8-9 成贸易商都有困难；还有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比如有企业

接单的时候锌价 1.8 万，要采购的时候，锌价涨到 2.4 万了，很难执行订单。 

锌供应增量：西南小冶炼厂走火法，回转窑在生产，用高炉灰和废渣，氧化锌的原料充足，但是锌

价一万四的时候有停产，锌价两万以上复产。 

对锌价走势的看法：个人偏空，故事基本讲完了，冶炼厂并未受到矿紧的影响而大规模减产，目前

回转窑开起来后，供应增加。 

 

 冶炼厂 C 

开工和产能情况：有锌和铅冶炼厂，锌冶炼 3 月份开机，铅 5 月底开，延迟开机非环保问题，主要

是资金问题，重启需要铺底，资金到位后才能开始。目前锌冶炼满负荷运行，日产量 200 吨每天，基本

不留库存。15 年产量 7 万吨锌锭，16 年 6 万左右，17 年预计差不多 6 万吨。不会扩产能，目前行业去

产能。铅产能 7 万吨，但一直不看好，目前冶炼亏损。 

自有矿山：暂时未开，停业的原因是采矿证到期，正在办手续，17 年 8-9 月份开，开启后，提供的

锌精矿可占用量的三成。选矿出银精矿、铜精矿、锌精矿（铅锌加一起的品味有 3%）。 

原料：从未买过进口矿，矿目前全部外购，当前加工费 4000（到场价，28 分成前）。矿库存只有

10 来天，由于资金紧、价格高；去年年初，锌价一万三的时候，矿库存有 1 万金属吨。当前电费 4 毛，

比这两年便宜。 

发货地选择：沪粤综合价差在 50 以内，没偏向；超过 50，发上海；运费差 70-80 元/金属吨。仓库

方面，上海发全胜、豫强，广东发南储。 

云南省内矿的情况：滇西的品味会高些，建水、马关、越南、缅甸的矿都有，云锡对中小矿山的整

合一直没搞定。 

检修：一般安排在春节，今年是 3 月份检修过 20 多天。 

环保：其实从 2014 年开始的环保，14-15 年投入了 3 个亿，目前完全达标。小矿山基本开不起来，

因为环保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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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锌冶炼企业 D 

当前年产能，锌 5 万吨，铟 40 吨。去年利税 7000 万，盈利 7000 万。 

原料和电价：原料主要是钢厂灰，炼一吨铁能产生 3 公斤灰，锌等品味低的有 10 个点，高的有 40

点。灰的处理能力有 10 万吨每年。价格与钢厂谈，包年价。原料无进口，库存为半个月，价格稳定。电

价比较便宜，1 毛多。 

工艺：通过回转窑富集，锌含量从 10 多个点增加 50 多个点，再用湿法分离铅和铟，工艺与省内另

一家再生锌厂有所不同。公司在全国有多个基地，总部在云南，其中唐山的基地已经上了火法，湿法还

没上； 

环保：该厂完全没有环保问题，因为废水、气、渣均无排放。 

锌锭：正在申请交割品牌，也在做锌合金和压铸，具体量看订单，目前订单有所增加。发货地是上

海和广东，主要发贸易商。 

检修：一般一年一次，安排在春节检修，今年是 4 月 1-30 日检修。 

 

 矿山 E 

1、矿销售较好，冶炼厂开工稳定，80-90%的矿卖给云铜，按月均价，散单部分卖到广西和株冶，

加工费与省内差不多。拉到南方的话，运费是 500-600 元/金属吨。2、需求情况：去年 5-6 月，客户采

购意愿强烈，现在也一样，但实际加工费比去年低，整体依然偏紧。3、环保：政府推进的资源整合比较

快，留下的企业一般是有实力的、环保达标的，私人老板的小矿山很难起来。文山县周边矿山没有大的

量。 

 

 冶炼厂 F 

只开了一条线，等待 6-7 月丰水期复产，电费可以便宜 1.5 毛，相当于每吨锌锭省几百块，进口矿

加工费 45 美元/吨，主要在防城港。有自建水电厂，丰水期电费 2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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