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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西部矿业：主力矿山产量稳中有升

今日，西部矿业在关于 2019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矿山方面，目前主力矿山

产品产量稳中有升，铅锌精矿年产量可达近 22 万吨，铜矿达到近 5.5 万吨。公司近两年通过

持续收购铁矿、钒矿和镍铜矿等增加资源储量。

 Kibaran 的 Kwinana 石墨工厂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支持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已批准拟议的 EcoGraf 电池石墨项目，该项目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 Kibaran Resources 开发，由首席机构提供支持。总理 Mark McGowan 指出，基于 Kwinana

的项目与州政府的未来电池行业战略保持一致，并代表了多元化国家下游加工活动和西澳大利

亚对全球电池价值链的贡献的重要一步。EcoGraf 项目预计最初将耗资 2280 万美元，用于开

发 5000 吨/年的运营，随后再投资 4920 万美元，将产量提高至 20000 吨/年的电池石墨。

欧盟委员会将拨款 9000 万欧元在荷兰建燃料电池产业链

欧盟委员会的燃料电池和氢联合事业(FCH JU)选择荷兰北部开始准备拨款，其中包括：

由欧盟支持的 2000 万欧元，以及公共和私人资金支持的 7000 万欧元。项目总规模约为 9000

万欧元，这笔资金的目的是在荷兰北部开发一个成熟的绿色氢价值链。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0 合约开于 17365 元/吨，盘初沪铅多头获利出局，沪铅走低至

17225 元/吨，午后沪铅反弹，报收于 17360 元/吨，涨 80 元/吨，涨幅为 0.46%，持仓量减少

3844 手至 57736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下影阴线，近期沪铅平台震荡，等待限产消息刺激，市场资金谨慎，

关注近期河北、河南限产进度。

基本面：北方冶炼厂开始进入检修，厂提散单报价减少，主要长单供应，现货市场国产流

通偏紧，贸易商报价两极分化；再生市场，今日再生利润 848~904 元/吨，期铅高位震荡，今

日再生铅升贴水基本与昨日维稳，下游逢低刚需接货；进口市场仍无报价；下游日内逢低接货

意愿尚可，散单成交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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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9: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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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0 9+40

天津 沐沦 1# 17230 9+30

广东 南储南方 1# 17170 9-30

上海市场，驰宏 10-20~10+30，南方 9+0~9+20/10+0，长兴/无锡 9+0~9+30，日内期铅震

荡运行，尾盘小幅拉涨，冶炼厂长单为主，散单不出，现货市场持货商出货呈现两极化，部分

主动让利求成交，早有成交在 9+0/10-30 附近，部分挺价出售，江浙仓单市场报价升水较高，

主要在 9+0~9+20 之间报价，日内下游逢低积极询价补库，散单早间有成交在 9+30 附近，成交

尚可；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市场再生不带票报 15900~15950 元/吨，带票报 17100 元/吨，今

日再生利润 848~904 元/吨，期铅高位震荡，今日再生铅升贴水基本与昨日维稳，下游逢低刚

需接货，市场成交一般；进口市场，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17230 元/吨，南华厂提无报价；华南地区国产货源流通较少，贸易

商日内遇跌挺价惜售，市场整体出货者少，接货者多，少部分南方仓单市场高升水报价，早间

市场逢低交投有所转好，散单有成交在 10-60 附近。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0982 —1232

LME 77100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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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场，炼厂维持长单出货，市场交投相对平稳；河南市场，豫光今日开始检修，检修

时间持续至十月初，各炼厂厂库偏低，日内无报价，下游长单按需提货，成交一般。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350-15450 元/吨，均价为 154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750-158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400 元/

吨。

江西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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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550 元/吨。

山东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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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450-15550 元/吨，均价为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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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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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0-1598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600 元/吨。

湖南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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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5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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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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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8200-8300 平 8400-8550 平

河南 8900-8950 平 8150-8200 平 8150-82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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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9100 平 8250-8300 平 8250-8300 平

江苏 9100 平 8350 平 8350 平

山东 910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江西 8950 -25 8150-8200 平 8150-8200 平

湖北 8900 -50 8200 -100 8200 -100

湖南 9120 -30 8300 平 8300 平

贵州 9150 平 8150-8300 平 8150-83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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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8900-8950 平 8150-8200 平 8200-8250 平

广西 9020 -50 8250 -50 82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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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 9070 平 8070-8270 平 8070-827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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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8400 平 7550 平 7550 平

日内沪铅震荡走高，部分地区废电瓶回收价有 50-100 元/吨的下调，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

动 9015 元/吨，去水大白 8235 元/吨，去水黑壳 826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某大型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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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炼厂对废电瓶回收价格进行下调，其中湖北地区价格偏低，相关人士反映货源很少，但可

以从其他厂里调货，另外武汉将在下月举行“军运会”，对周边的蓄企和炼企有一定影响；湖

南地区今日废电动价格也略微下调，反映货源可以，满足日常生产不成问题。国庆前北部地区

的部分炼企的停限产时间确定在 9.15 前后，目前尚未有文件下来，预计明日废电瓶价格或变

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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