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

2019 年 09 月 19 日 星期四 第 141 期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王添天 陈标标 胡园园 谢芳 王志强

行业热点快讯

 1-7 月全球铅市供应缺口为 17.7 万吨

伦敦 9月 18 日消息，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7 月全球铅

市场供应缺口为 17.7 万吨, 2018 年全年缺口为 26.5 万吨。截至 7月末总库存量较 2018 年末

减少 2.7 万吨。消费量统计中未包含未报告库存变动。2019 年 1-7 月全球精炼铅产量(原生和

再生)为 732.9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1.70%。中国表观需求量预估为 357.7 万吨，同比增加

78.2 万吨，占全球总量的 48%左右。2019 年 1-7 月美国表观需求同比下降 1.1 万吨。

 超威、风帆等进入工信部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

近日，国家工信部公布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602 家绿色工厂、371 种绿色设计产品、39

家绿色园区、50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上榜。其中，超威、风帆、微宏动力等 19 家动力

电池产业链企业进入绿色工厂名单；22 种铅蓄电池、7种锂离子电池进入绿色产品设计名单；

2家电池企业进入工信部第四批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名单。

大众和福特计划合作研发第二款电动车

德国《商报》9月 17 日报道，大众和福特证实两集团正在洽谈讨论合作研发第二款合作

电动车，即福特将基于 MEB 平台打造第二款车型。大众和福特合作的首款电动车将在 2023 年

生产，福特为此向大众购买了 60 万 MEB 模块。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主力 1911 合约开于 16855 元/吨，盘初走低至 16750 元/吨，后承接

盘逢低入场，沪铅返升，午后时分，部分空头选择获利离场，沪铅一度攀升至 16950 元/吨，

然沪铅上行动力不足，最终报收于 16855 元/吨，涨 75 元/吨，涨幅 0.75%，持仓量增 5008 手

至 44830 手。

技术面：沪铅报收长下影小阴线，上行乏力，维持低位震荡，近两日下游逢低采购积极，

一定程度上提振多头信心，加之外盘影响，夜间关注万七压制平台。

基本面：冶炼厂长单交货为主，遇跌散单报价减少，现货市场贸易商货源有限，报价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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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今日铅价收回部分跌幅，再生企业贴水略有收窄，部分地区反映原料供应仍然偏紧，主

流地区出货较昨日稍有改善；下游观望，按需采购为主，市场成交主要在贸易商之间产生。

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0:1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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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0 10+10

江浙 万洋 1# 16870 10-10

广东 驰宏 1# 16870 10-10

上海市场，驰宏 10+10；沐沦 10+0；南方 10-30～10+0。今日沪铅主力 1911 合约早间窄

幅调整，午间最高回升至 16950 但之后又有所回落。冶炼厂出单仍以长单为主。日内贸易商报

价仍然以 1910 合约为主，报价普遍平稳，成交较少，下游按需谨慎接货，市场交投变化不大。

江浙地区报价 10-10～10+0，日内成交一般；安徽市场再生精铅价格 15650 元/吨，再生利润

预测位于 774-828 元/吨，今日铅价小幅反弹，收回部分跌幅，再生铅贴水幅度略有收窄，主

流地区出货较昨日稍有改善，部分地区反映原料供应偏紧，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驰宏 10-10；南储金贵 10-10；南湖厂提无报价。市场库存仍然不高，且

面对日内期铅价格震荡，贸易商大多观望，报价积极性不高，部分下游企业逢低采购，市场成

交一般。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7729 —3494

LME 74675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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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场，湖南水口山厂提，河南金利厂提和河南万洋厂提报价均为 10-5，炼厂以长单

交投为主，下游继续按需采购，市场成交较少。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00-15150 元/吨，均价为 151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450-155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50 元/

吨，反映下游拿货积极性不错。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200-15300 元/吨，均价为 152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15650 元/吨出厂，带票 16725 元/吨；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5250 元/吨，反映今日还原铅供应较少，市场货源较紧张。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050-15100 元/吨，均价为 150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4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0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00-15150 元/吨，均价为 151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00-15600 元/吨出厂，带票 16725 元/吨；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 15100 元/吨，反映市场还原铅较紧张，采购略有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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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200-15300 元/吨，均价为 152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250 元/吨，反映还

原铅供应有限。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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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0-8900 -25 8100-8150 -50 8300-8350 -75

河南 8880-8900 -25 8100-8150 -25 8100-8200 平

河北 8700-9050 平 8000-8250 平 8000-8250 平

山西 9000 - 8150-8200 - 8150-8200 -

江苏 9000 平 8250 平 8250 平

山东 9000 平 8200 平 8200 平

江西 8850-8900 -25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湖北 8800 -100 8100 -150 8100 -150

湖南 8950 平 8150 平 8150 平

贵州 900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宁夏 8800-8900 -100 8000-8200 -100 8000-8200 -100

重庆 8850-8900 -50 8050-8100 -100 8050-8100 -100

广西 8900 -120 8150 -100 8150 -100

广东 8900-895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云南 8900 平 7900-8100 平 7900-8100 平

内蒙 9000-9200 平 8200-8300 平 82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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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沪铅主力偏强调整，部分地区废电瓶价格补跌，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915 元/吨，

去水大白 8135 元/吨，去水黑壳 816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安徽地区某企如期下调价格

50 元/吨，当时炼企反映昨日环保对产量影响有限，仅部分企业停产或减产，废电瓶货源充足，

成交良好；河北地区某企报价偏低，直接影响到成交情况，反映到货量明显减少；山西地区某

企持续停收，贵州地区反映此价格成交量很少，但企业库存充足尚不会影响生产；另外某蓄企

下再生铅厂废电瓶回收价格下调幅度明显，其余各地区价格变动很小，成交也较为一般。预计

明日废电瓶价格或维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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