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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1#锡锭回顾 

富宝锡锭、锡精矿走势对比图 

富宝调研商家对下周锡价走势区间预估 

20.0-21.0万/吨 

21.0-21.5/吨 

21.5-22.0/吨 

评述·要闻 

1. 新闻分析 

美国政府在北京时间 2 日确认， “基地”组织头号头目乌萨马•本•拉登 

被击毙。 

2. 基本面分析 

本周 LME 库存增加 510 吨，攀上 2.1 万吨上方；注销仓单仍少，库存 

还有继续增加压力。对锡价走势造成较大压力。 

3．现货市场 

受伦锡暴跌影响，沪锡价下调，但幅度有限，料下周仍有下跌空间。

http://www.f139.com/
http://www.f13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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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 
1.5月 2 日：本∙拉登之死震动全球金融市场 

美国政府在北京时间 2 日确认，“基地”组织头号头目乌萨马∙本∙拉登被击毙。受此消息影响， 

当日亚太及欧洲股市早盘均温和上扬，美国股指期货则跳涨近 1%。上周接连走出颓势的美元也 

随之大涨，脱离三年低位，带动美国国债及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下挫。 

2.5月 3 日：4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2.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 日上午发布的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2.5%，比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4 月份中国非制造业 PMI指数中，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的环 

比有所回落，其余主要指数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3.5月 3 日：央行：运用利率等多种工具管理通胀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发布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并 

将使用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以及利率工具管理通胀,而准备金工具不存在绝对上限.  要根据 

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合 

理安排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促进 

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4.5月 4 日：中国版巴塞尔Ⅲ监管标准明年执行 

作为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中国版”，日前中国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 

导意见》。和“巴三”协议相比，《意见》在资本监管、过渡期安排、贷款损失拨备等方面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主要银行已经达到了新监管标准，商业 

银行的资本缺口很小，无需大规模补充资本。 

5.5月 5 日：资源税改革后税率最高为 10% 全国推广或推迟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中，未来油气资源税的改革力度将加大，煤炭 

资源税征收的力度则较业内预料的要小。考虑到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煤电油运持续紧张，业内人 

士认为资源税改革或暂缓向全国推广。油气资源税税率定为 5%10%，力度较去年试点时又提高 

了不少。 

6.5月 5 日：亚洲上演加息接力 经济硬着陆焦虑升温 

亚洲迎来了又一波加息潮。继印度之后，又一个本地区经济体加入了紧缩行列。周三，越南 

宣布再次上调再回购利率一个百分点，以进一步收紧银根。通胀的持续升温和连续的大幅加息，

http://qizhi.hexun.com/
http://qizhi.hexun.com/
http://baike.finance.ifeng.com/doc/25225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988/
http://news.hexun.com/2011/2011j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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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投资人的乐观情绪开始动摇。 亚太股市周三连续第二天走低。 港股大跌 1.4%， 韩国股市跌 0.9%。 

欧洲三大股市早盘也全线下跌。原油、铜领跌大宗商品。 

二、期货市场 

1．LME 持仓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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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量 LME三月锡 

图 1：LME 三月锡与持仓对比图 

本周一由于劳动节 LME 休市；4 日开始，外盘暴跌 3300 多美元，商家恐慌性抛盘，持仓量 

因此减少。 

奥萨玛宾拉登被击毙的消息，美国、中国、欧洲经济数据乏力造成对需求的担忧，美国将结 

束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中国继续货币紧缩政策的预期，消息面均对基本金属造成一定的利空影响。 

而库存的大量增加反映出的需求疲软以及对高企价格的担忧，因此锁定部分获利价格下跌。持续 

增加的库存以及转而走坚的美元均会对伦锡造成一定压力，料下周仍有一定幅度下跌空间。 

综上所述，下周料伦锡宽幅震荡，区间看 2800032000，不排除继续下跌可能。 

2. 期锡库存 

LME 锡库存分布详情 

图 2：LME 锡库存 

本周 LME 库存增加 510 吨，攀上 2.1 万吨上方；注销仓单仍少，库存还有继续增加压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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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价走势造成较大压力。 

三、现货市场 
1．沪锡市场 

富宝锡（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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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上海 1#锡价下限价格图 

本周初沪锡价格基本持平，维持在 215500218000 元/吨，市场流通货源少，贸易商补货 

谨慎消耗库存为主，下游商家对高企锡价持观望态度多按需采购，整体成交清淡。至周四受伦锡 

持续大幅下挫影响沪锡价出现松动，开始下调，观望氛围浓厚。周五受隔夜伦锡暴跌 2100美元 

/吨影响，市场信心严重不足看跌情绪浓厚，沪锡价格出现大幅下调，贸易商多降价出货，下游 

厂商观望为主，成交清淡。由于目前冶炼厂持价较高且沪锡市场货源短缺，沪锡下跌幅度有限， 

料下周沪锡还将有一定幅度的下调。 

2.锡精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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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锡精矿行情走势图 

本周外盘暴跌致使沪锡连日大跌，锡精矿走势基本跟随锡锭价格走势；节前云锡调高出厂造 

成的看涨惜售情绪致使前两日成交清淡；4 日起的外盘暴跌使冶炼厂停止报价收货，料下周会有 

较大跌幅。截稿为止，云南 40 度锡精矿价格区间在 14.8-15.0 万之间，湖南 70 度在 16.0-16.2 

区间，但鲜有成交。 

3．广东废锡市场 

广东含银3%锡（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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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本周广东含银 3%锡价格下限趋势图 

本周广东环保锡块价格在 170180 之间震荡，本周初环保锡价格基本持平，至周四开始伦 

锡连连大跌，沪锡尾随下跌，市场信心动摇，环保锡块价格开始不断下跌。本周含银 3%锡块价 

格受银价一路下跌影响随之下跌，至周四锡价也开始下跌，市场出现恐慌，价格进一步大跌。周 

初商家普遍还持有乐观心态看好后市，本周四开始，市场信心明显不足，废锡交易清淡，商家观 

望氛围浓厚。 

四、富宝调研 

1.对下游焊锡厂商库存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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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锡厂商库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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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需采购 一周库存 20天库存 一月以上库存 

鉴于本周后期锡价开始的下跌情况，我们针对下游焊锡厂商的库存情况对 11 家厂商进行了 

调研。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有 42%的厂商持有一周库存，25%的厂商选择按需采购，25%的 

厂商持有 20 天的库存，仅有 8%的厂商持有一月以上库存。 

影响库存的因素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受厂商规模和厂商经营模式影响，小规模和按订 

单采购的厂商多选择按需采购；另一方面受目前行情影响，多数厂商看跌沪锡后市，希望低价入 

货，目前多以出货为主，采购谨慎。 

2.商家对下周现货锡价走势预估 

20.0-21.0万/吨 

21.0-21.5/吨 

21.5-22.0/吨 

结果如上图所示。 

五、总结及预测 

本周 LME 基本金属大跌，伦锡暴最大跌幅，两日下跌 3251 至 28900 美元附近；库存仍大 

幅增加，保持在 2.1 万上方运行，对锡价走势造成较大压力。美国脱离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及美元 

走坚亦利空。沪锡市场由于冶炼厂持价较高， 货源一直稀少，跌幅有限，云锡出厂价亦支撑锡价； 

下周关注冶炼厂动作，沪锡仍有一定幅度下跌空间。区间看 20.522.0 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