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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重大外资项目集中落地 向高端产业链迈进

近日，上海、广东、成都等多地晒出吸引外资成绩单，不仅项目多、金额大，而且其中有

不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高端研发项目。当前我国的吸引外资工作已经度过了规模扩

张为主的阶段，下一阶段将力求在质量提升上实现新的突破，着力增加产业链高端布局比重。

湖北襄阳市 2019 年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要点：钢铁类

据 Mysteel 梳理，《襄阳市 2019 年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要点》中，与钢铁行业相关的内

容如下：重点针对有色金属熔炼加工、化工、铸造、轧钢、耐火材料等制造加工企业，实行拉

网式排查，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土地、环保、市场监

管等手续不全的“散乱污”企业，实施分类处置。

澳洲经济：矿业投资回升及出口料将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澳洲联储的经济分析负责人 Alexandra Heath 周三称，澳洲矿业投资逐步回升，加上对该

国大宗商品的稳健出口需求，可能为未来一年整体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资源行业占澳洲企业投

资的 20%以及该国出口的近 60%，因此对澳洲经济的贡献非常大。（外媒）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07 合约开于 16050 元/吨，盘中沪铅冲高至 16100 元/吨，后多头

离场，沪铅报收于 16030 元/吨，涨 95 元/吨，涨幅为 0.6%，持仓量减少 2684 手至 49124 手。

技术面：沪铅报收小阳线，运行于 5、20 日均线位置附近震荡，短期或将尝试突破 20 日

均线位置。

基本面：冶炼厂遇涨散单出货意愿转好，现货市场到货有所增加，持货商积极报价，为求

成交升水小幅下调；再生市场，企业反映临近端午下游备库需求上升，但预计持续性不强；进

口盈亏暂时关闭，国内现货不多，持货商报价积极性不高；下游节前备货情况转好，市场交投

氛围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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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6:16080

现货市场价格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6160 6+80

上海 南方 1# 16160 6+80

广东 南华 1# 16195 /

上海市场，驰宏 6+80/7+120，南方 6+50~80，双燕 6+80，长兴 6+60~100，无锡 6+30~100。

期盘震荡上行，冶炼厂出货意愿转好，现货市场国产新到货增加，持货商积极报价，今日普通

国产价格在 6+50~80 之间，江浙地区仓单市场报价 6+30~110 内，下游节前备货意愿与昨日相

比略有好转，入市陆续询价，逢低接货，早间了解到成交在 6+50 处较多，午后期铅小幅回落，

持货商报价随行就市，下午在 6+20 附近有所交，但量不多；临近端午，安徽地区今日再生铅

报价在 15050 元/吨附近，再生反映下游有备库需求，成交有所改善，但预计持续性不强；进

口市场，进口窗口暂时关闭，市场进口现货几无，因与国产相比价格优势不明显，持货商报价

积极性不高，整体成交乏力。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8,989 -225

LME 67,875 -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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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6+70~90，南华厂提 6+110，期铅上行，冶炼厂散单升水有所下降，

报价在 6+110 附近，下游遇涨避险情绪稍降，入市询价逢低采购；现货市场国产持货商遇涨升

水下调，华南地区下游逢低备库，早间有成交在 6+70 附近，市场交投氛围好于其他市场。

湖南市场，冶炼厂散单几无报价，长单出货为主，部分持货商库货源报价随行就市，有报

在 6+70，下游逢低接货，成交一般；河南市场，今日炼厂遇涨散单出货情绪好转，有报在

6+20~40，持货商货源报在 6+70，反映下游按需备库，厂提成交较多。

还原铅市场：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00-14700 元/吨，均价为 146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00-150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650 元/

吨。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00-15050 元/吨出厂，带票贴 5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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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00-14700 元/吨，均价为 146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65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00 元/吨，均价为 146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00-15050 元/吨出厂，带票贴 15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在 14650 元/吨。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70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700 元/吨，企业反

映少量进出货，成交偏弱。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6-5 主流地区动力废电池报价(元/吨)

最低价 最高价 均价 涨跌 备注

安徽 9100 9200 9150 平

不含税
送到价

河南 9130 9250 9190 +40

河北 9000 9350 9175 平

江苏 9350 9450 9400 平

山东 92 9300 9250 平

江西 9200 9300 9250 平

湖北 9200 9260 9230 平

湖南 9050 9150 9100 平

贵州 9100 9200 91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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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9000 9150 9075 平

重庆 8800 9200 9000 平

广西 9100 9160 9130 平

广东 9050 9150 9100 +50

今日沪铅主力震荡，再生铅市场主要原材料动力废电瓶价格多数维稳，报均价 9165 元/

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河南地区价格上调 40 元/吨，部分企业价格高企以求成交；广东地区

价格也小幅上调，江西地区部分企业存在节前放假或者备库的情况，反应出货不是很理想；总

体来看，市场废电瓶货源流通尚可，企业采购情况会因出货、库存、对市场预判等呈现差异，

但成交均以回暖，预计明日动力废电瓶价格仍是维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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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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