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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江苏拟推新规：电动自行车使用满十年不得上路行驶

11 月 26 日，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草案）》。条例草案拟明确，电动自行车使用满十年不得上路行驶。废旧电池不得随意丢弃。

条例（草案）明确指出，电动自行车使用满十一年的应当报废，鼓励电动自行车生产者、销售

者、维修者采取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方式回收废旧电动自行车。

明年大众将在华启动两个纯电动车生产工厂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简称大众中国)计划与合作伙伴在中国市场共同投资超过 40 亿欧

元，其中针对电动出行领域的投资将占总投资金额的 40%左右。据透露，上汽大众安亭工厂已

于近期开始试生产。大众汽车计划到 2020 年 10 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和上汽大众安亭工厂

将正式启动基于 MEB 平台的纯电动汽车的生产，综合年产能将达到 60 万辆。

NorZinc 计划在 2020 年开始生产 Prairie Creek 锌铅矿

总部位于温哥华的NorZinc 是辛普森堡以西 200公里处的 Prairie Creek 锌铅项目的所有

者，该公司通向矿山的全季节道路部分已获得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水许可证和土地使用许可，

计划在 2020 年开始生产 Prairie Creek 锌铅矿。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2001 合约开于 15365 元/吨，全天沪铅围绕 15350 元/吨位置震荡，

报收于 15360 元/吨，跌 210 元/吨，跌幅为 1.35%，持仓量增加 6446 手至 85676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大阴线，下方探得低位 15315 元/吨，空头氛围较重，短期仍需寻找下

方支撑点。

基本面：原生冶炼厂遇跌散单惜售不出，长单出货为主，现货市场贸易商升水报价为主。

再生市场，今日再生利润在 623-670 元/吨，沪铅跌至近三年新低，再生企业报价坚挺，原再

生价差部分地区缩窄至 50 元/吨以内。下游蓄企采购回流至原生市场，市场交投较前几交易日

有所好转，散单成交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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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2:1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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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0 12+50

河南 豫光 1# 15600 12+20

广东 南华 1# 15515 12-65

上海市场，驰宏 12+50；南方 12+20~12+50。期铅下行弱势盘整，贸易商货源下调幅度不

大，国产升水报价维稳，总体在 12+20~12+50 之间报价，下游遇跌询价做多，但整体需求有限，

日内成交多在贸易商之间产生。江浙市场，市场仓单报价无报价，铅价偏低下游采兴略有好转，

但终端消费需求偏弱，原生整体成交一般。再生市场，再生企业报价坚挺，再生精铅带票出厂

自提报在 15450-15625 元/吨，反映下游采购偏向原生，再生铅出货受阻。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15515 元/吨；云沙送到南储 15600 元/吨。铅价走弱，市场贸易商报

价积极性走低，再生较原生价差继续收窄，部分地区收至平水附近，下游原生继续按需采购原

生，市场交投氛围尚可。

湖南市场，炼厂散单不报，维持长单出货，表明下游观望较多，市场原生散单成交情况一

般。河南市场，贸易商货源报价 15600 元/吨，贸易商遇跌略有挺价维持小贴水报价，下游企

业逢低接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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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36 +301

LME 6737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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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100-14200 元/吨；均价为 141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500-145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150 元/

吨，反映下游接货意愿不高，炼企出货稍弱。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150-14200 元/吨，均价为 141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600 元/吨出厂，带票 15625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15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100-14200 元/吨，均价为 141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550 元/吨出厂，带票 1555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150 元/吨。

湖南地区：广东地区某炼厂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50 元/吨出厂，含税 15450 元/吨出

厂；贵州地区某炼厂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500 元/吨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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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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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 平 7600 平 7800 平

河南 8280-8350 -45 7700-7750 -25 7700-7750 -25

河北 8300-8500 -100 7600-7800 -50 7600-7800 -50

山西 8400 -100 7600-7700 -50 7600-7700 -50

江苏 8500 平 7900 平 7900 平

山东 8400 平 7600 平 7600 平

江西 8300-8400 -50 7750 -25 7750 -25

湖南 8580 平 7950 平 7950 平

湖北 8300-8500 -25 7700-7800 -50 7700-7800 -50

贵州 8500-8600 平 7900-7950 平 7900-7950 平

宁夏 8400 -100 7700-7800 -50 7700-7800 -50

广西 8350 平 7800 平 7800 平

广东 8250-8300 -50 7700-7750 -50 7700-7750 -50

云南 8300 -50 7400-7500 -50 7400-7500 -50

内蒙 8400-8550 -25 7650-7900 -25 7650-7900 -25

新疆 8150 平 7250 平 7250 平

日内沪铅主力创近几年新低，再生铅原材料废电瓶的回收价再次跟跌，今日均价分别为废

电动 8395 元/吨，去水大白 7725 元/吨，去水黑壳 7740 元/吨。据 Mymetal 调研，今日调价企

业跌幅为 50-100 元/吨，河南地区水电价格也不再坚挺，河北地区反映调价后收货变差；山西

地区反映近期回货较多，有意控量限收；贵州地区报价坚挺，反映当前到货可满足日常消耗，

但富足不多，甚至反映部分废电瓶贸易商认为价格略低；宁夏地区价格也开始下调，内蒙地区

调价后成交转差。今日多数地区反映成交状况不佳，预计明日废电瓶回收价或随铅价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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