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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我国 5G 手机 10 月出货量 249.4 万部 环比增长 401.8%

中国信通院发布了《2019 年 10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2019 年 10 月，国内手

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3596.9 万部，同比下降 6.7%，环比下降 0.7%，其中 2G 手机 125.5 万部、

4G 手机 3222.0 万部、5G 手机 249.4 万部。据悉，今年 8月和 9月我国 5G 手机出货量分别为

29.1 万部和 49.7 万部。

辽宁重拳打击非法处置废铅酸蓄电池行为

为进一步加大废铅酸蓄电池收集和利用处置行业的环境监管力度，保障生态环境安全，辽

宁省省生态环境厅、公安厅决定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严厉打击废铅酸蓄电池相关行业非法收

集、利用处置行为。根据规定，从事废旧铅酸蓄电池收集、贮存、利用的单位应按照规定取得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如在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废旧铅

酸蓄电池，严重污染环境的，或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超出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仍向其提

供废旧铅酸蓄电池，严重污染环境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泉州将建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项目

近日，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公示《泉州市凯鹰电源电器有限公司电池集中收集与转运技改项

目》环评报告表，公示期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本次废旧蓄电池中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安溪

县城厢镇涝港村泉州市凯鹰电源电器有限公司旧厂区内，项目总投资 600 万元，规模为年回收

中转废铅蓄电池 50000 吨，转运周期一般为 1天 5-6 次，废铅蓄电池暂存时间最长不超过 60

天，长期贮存时间不超过 1年。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2001 合约开于 15740 元/吨，盘初沪铅窄幅震荡，后沪铅空头平仓多

头强劲，沪铅底部强力反弹，上冲至万六以上，最高攀升至 16015 元/吨，尾盘小幅下滑，报

收于 15885 元/吨，涨 155 元/吨，涨幅为 0.99%，持仓量增加 8802 手至 69934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上影小阳线，暂时站上 5日均线上方，10 日均线压力位较大，短期或

考验万六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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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原生冶炼厂场库低，散单随行报价，午后遇涨成交有所回升，现货市场货源不多

报价寥寥。今日再生利润在 685-735 元/吨，日内铅价反弹，再生铅市场现货价格跟涨幅度较

大。下游按需接货，日内因再生现货价格跟涨较多，市场转接原生散单较多。

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2:1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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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5 12+200

江浙 铜冠 1# 15995 12+30

广东 南方 1# 15970 12+5

上海市场，南方 12+0；上海驰宏 12+200。期铅早间维稳运行，午后拉涨明显，贸易商出

货态度转好，下游询价意愿有所回升，市场 1911 合约刚过交割，流通货源稍显紧俏，原生散

单仅有零星成交。江浙市场，市场报价寥寥，随着铅价走高，市场出货积极性有所恢复，下游

按需如数询价，市场成交一般。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15840 元/吨，南储南方 15970 元/吨，云沙 15900 元/吨。铅价止跌

回升，贸易商报价增多，再生价格跟涨较多，市场对原生需求有所回流，日内在 15900 元/吨

附近成交较多。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32237 +173

LME 667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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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场，炼厂维持长单出货，贸易商货源水口山厂提贴水幅度有所扩大，反映下游接货

意愿转好，整体市场成交尚可。河南市场，金利厂提报价 15850 元/吨，贸易商货源报价 15900

元/吨，铅价拉升，贸易商多积极贴水出货，整体成交氛围较好。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250-14300 元/吨；均价为 142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50-148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00 元/

吨，还原铅炼企遇涨出货积极性较高，加之部分精铅炼企看涨采购积极，成交尚可。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300-14400 元/吨，均价为 143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50-14800 元/吨出厂，带票 15750-158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

不含税报价在 14350 元/吨，反映还原铅供应一般。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250-14300 元/吨，均价为 142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50-14850 元/吨出厂，带票 15700-158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

不含税报价在 1425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250-14350 元/吨，均价为 143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00 元/吨，反映

市场成交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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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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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0 +50 7650 +50 7850 +50

河南 8300-8350 平 7700-7800 平 7700-7800 平

河北 8450-8700 +50 7800-7900 +50 7800-7900 +50

山西 8450 平 7650-7700 平 7650-7700 平

江苏 8750 平 8000 平 8000 平

山东 8500 平 7700 平 7700 平

江西 8350-8450 +25 7800-7850 +25 7800-7850 +25

湖北 8350-8500 平 7750-7800 平 7750-7800 平

湖南 8530 +50 7800 +50 7800 +50

贵州 8500-8550 +100 7900-7950 +100 7900-7950 +100

宁夏 8400-8600 平 7800 平 7800 平

重庆 8250-8300 平 7250-7300 平 7250-7300 平

广西 8350 平 7800 平 7800 平

广东 8400-8450 +50 7750-7800 +50 7750-7800 +50

云南 8400 +50 7500-7600 +50 7500-7600 +50

内蒙 8500-8550 平 7800-7850 平 7800-7850 平

新疆 8050 平 7150 平 7150 平

日内沪铅主力冲高后调整，再生铅原材料废电瓶回收均价上调，部分企业价格暂稳，今日

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450 元/吨，去水大白 7760 元/吨，去水黑壳 7775 元/吨。据 Mymetal 调研，

今日调价企业涨幅 50-100 元/吨，其中安徽、湖南等地为周末期间涨价，反映目前价格收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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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成交偏弱；河南地区价格未做调整，但有企业反映市场成交价要高一点，成交也相对较

好；贵州地区目前已基本恢复生产并开始收货，但企业反映当前价格采购成效不佳，企业还在

消耗部分高价库存；另有企业打算明日上调价格以求成交。预计明日废电瓶价格或整体有所上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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