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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现代汽车氢愿景馆开放 系国内首个氢燃料电池技术展

为了更好地展示现代汽车在氢能源方面的探索成果，现代氢世界展馆于 8月 26 日-9 月 8

日在中国上海南京东路世纪广场进行为期 14 天的展示活动。

 8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4 重返扩张区间

8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4，较 7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重返荣枯分界线以上，为

4月以来最高，显示制造业景气度小幅改善。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并不一致，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 8月制造业 PMI 录得 49.5，回落 0.2 个百分点。

美国颁发了世界首张废旧电池回收利用 UL 认证证书

外媒报道称，美国保险商试验所 UL 向 4R Energy 公司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 UL 1974 认证

证书，证明了 4R Energy 公司用废旧电池生产的储能电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据了解，UL 于

2018 年 10 月首次发布了针对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动力电池再利用的 UL 1974 标准。该标准的

发展预计有助于发挥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的作用。UL 主要从事产品的安全认证和经营安

全证明业务，其最终目的是为市场得到具有相当安全水准的商品，为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得到

保证作出贡献。获得 UL 认证是各国产品能否进入美国市场的关键。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0 合约开于 17215 元/吨，盘中沪铅围绕 17235 元/吨窄幅震荡，

尾盘沪铅上冲，录得 17350 元/吨位置，涨 55 元/吨，涨幅为 0.32%，持仓量减少 3130 手至 63658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下影小阳线，10 日均线位置支撑稍显，处于布林轨上轨，短期市场

关注度仍集中在限产消息，关注市场突发消息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市场供需端的变化。

基本面：蒙自月初开始常规检修，其他炼厂长单供应正常，散单报价热情不高，现货市场

国产整体流通一般，持货商升水维稳；再生市场，再生产量平稳增加，升贴水部分地区略有扩

大；进口市场仍无报价；下游询价意愿平平，日内逢低接货，成交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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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9:17205 元/吨

现货市场价格（元/吨）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7280 10+50

河南 金利 1# 17175 9-30

广东 南储南方 1# 17155 9-50

上海市场，驰宏 9+20/10+50，南方 9+20；沐沦 10+0，长兴/无锡（豫光/江铜/金利/万洋

/上京）9+0~9+20，期铅低开高走，冶炼厂主要长单供应，厂提散单报价不多，现货市场周末

贸易商长单到货，社会库存上涨近 2000 吨，现货市场持货商国产升水未出现大幅下调的现象，

且市场转对 10 月报价增多，国产报 9+20/10-60~10+0，江浙地区仓单市场升水报价，价格在

9+20 附近，早间在 9+0 有少部分成交，普通国产成交主要在贸易商之间，价格 9-10 左右，下

游整体询价积极性不高，采购有限，成交偏淡；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市场再生不带票报

15950~16000 元/吨，带票报 17175 元/吨，今日再生利润 857-913 元/吨，再生产量平稳增加，

升贴水部分地区略有扩大，下游逢低接货，整体成交尚可；进口市场，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9-50，金贵 9-80，南华厂提无报价；华南地区炼厂基本长单出货，

或自给合金厂，散单整体到货少，贸易商货源偏紧，价格方面让渡有限，南方、金贵仓单报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3823 —1556

LME 7752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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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50，下游询价意愿平平，多采购厂提，散单成交有限。

湖南市场，炼厂长单供应正常，散单库存少，出货积极性不高，下游逢低接货，接长单为

主，市场交投氛围偏淡；河南市场，今日金利厂提 9-35，其他炼厂暂无报价，下游压价情绪

较重，日内有成交在 9-55 附近，散单接货情况一般。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400-15500 元/吨，均价为 154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8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450 元/吨，某企

反映今日市场货源供应尚可。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50-15600 元/吨，均价为 155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00-159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 元/

吨，反映市场还原铅低价难采。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00-15550 元/吨，均价为 155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8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5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00-15600 元/吨，均价为 15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550 元/吨，反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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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畏跌情绪较重，再生精铅炼企接货较谨慎。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50-15650 元/吨，均价为 156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50 元/吨出厂，带票 17175 送到；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60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9-2 主流地区动力废电池报价(元/吨)

电动 涨跌 大白（去水） 涨跌 黑壳（去水） 涨跌

安徽 8900-9000 +50 8200-8300 +50 8400-8550 +75

河南 8950-9050 平 8150-8250 平 8150-8250 平

河北 9050-9250 平 8250-8450 平 8250-8450 平

山西 9100 +35 8250-8300 +50 8250-8300 +50

江苏 9100 平 8350 平 8350 平

山东 910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江西 8950-9000 平 8150-8200 平 8150-8200 平

湖北 895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湖南 9150 平 8300 平 8300 平

贵州 9150 平 8150-8300 +50 8150-8300 +50

宁夏 8700-8900 平 8000-8300 平 8000-8300 平

重庆 9000-905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广西 9070 平 8300 平 8300 平

广东 8950-9100 平 8200-8250 平 8200-8250 平

云南 9100 平 8100-8300 平 8100-83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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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9100-9200 平 8300-8400 平 8250-8300 平

新疆 8400 平 7550 平 7550 平

日内沪铅偏强调整，再生铅市场废料价格整体走高，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9040 元/吨，去水

大白 8250 元/吨，去水黑壳 826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安徽地区某炼企近日上调价格，

本周有复产的计划，产能降逐渐释放；目前市场废电瓶货源相对充足，炼企多根据到货与生产

情况对价格进行调整，整体成交尚可；另外河北地区传言本周或会下达限产文件，或将影响铅

价与废电瓶的走势，后续废料价格或涨幅有限。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

2019 年 09 月 02 日 星期一 第 131 期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王添天 陈标标 胡园园 谢芳 王志强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
铅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
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
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
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
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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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网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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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