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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1-4 月贵州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2305.08 亿元

据贵州项目云数据显示，1—4月，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2305.08 亿元；新开工重大

工程项目 415 个，建成重大工程项目 26 个。分地区看，完成投资进度占年度计划比例前三位

的市州分别是贵阳市、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分别占年度计划的 41.3%、37.5%、37%。

“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中欧投资合作发展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依滨表示，要深化福州与欧洲先进科技、

高端产业、商业模式的交流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共商共建

共享，对于扩展中欧国家紧密合作、推动中欧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新网）

坦桑尼亚将取消无投入勘查证

坦桑尼亚矿业部副部长斯坦斯劳斯·恩勇戈（Stanslaus Nyongo）日前在议会陈述中透露，

他已经下令取消所有无投入的勘查许可证，这些矿区将让那些急于开发矿产从而提高矿业产值

的小型企业开放。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开于 16120 元/吨，盘中沪铅多头发力，一度冲高至 16275 元/吨，后

多头离场，沪铅窄幅震荡，报收于 16125 元/吨，涨 50 元/吨，涨 0.31%，持仓量增加 1244 手

至 45878 手。

技术面：沪铅报收上影小阳线，上方抛压较大，夜间或维持震荡走势。

基本面：冶炼厂货量有限，散单报价不多；现货市场国产升水维稳，市场上江浙地区仓单

较受青睐；再生企业贴水幅度缩减，与原生价格优势不在；进口市场，进口铅锭国内现货库存

所剩不多；下游维持刚需，日内成交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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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6:1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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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5 6+150

上海 南方 1# 16275 6+90

广东 南华 1# 16170 /

上海市场，驰宏 6+150~200，上海南方 6+90~100/沐沦 6+90，长兴 6+60/7+70~80；无锡

6+70~80，进口铅块 7-400。期铅盘整运行，冶炼厂长单正常出货，散单报价无几，现货市场

流通偏紧，持货商报普通国产升水维稳，价格在 6+90~150 左右，江浙地区仓单市场报价在 6+60

附近，下游早间遇涨入市询价寥寥，而低价仓单较受市场青睐，早间有成交在 6+60 左右；午

后市场交投氛围转淡，成交有限；期铅盘整，再生企业贴水维稳，部分地区与原生相比价格优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6,721 -531

LME 72,775 -250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

2019 年 5 月 23 日 星期四 第 75期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王添天 陈标标 胡园园 谢芳 张昊天

势不大，今日安徽地区再生报价 15150 元/吨附近，反映下游接货意愿平平，维持刚需为主；

进口市场，今日市场进口铅块报 7-400，下游采购一般，成交不多。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金贵 6+40~70，南华厂提 6-10，期铅盘整运行，冶炼厂遇涨散单报

价积极性尚可，价格贴水较受下游青睐，社会库存有限，持货商货源价格维稳，下游入市刚需

接货，早间有成交在 6+70 左右。

湖南市场，冶炼厂散单几无报价，长单出货为主，下游仅维持刚需，成交欠佳；河南市场，

炼厂库存有限，散单报价寥寥，少数报 6+70，持货商货源报 6+40，反映下游遇涨询价意愿平

平，谨慎接货，难有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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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0-14800 元/吨，均价为 147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00-151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50 元/

吨。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800-14850 元/吨，均价为 14825 元/吨。某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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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200 元/吨出厂，带票贴 5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800

元/吨。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750-14850 元/吨，均价为 148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80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750-14800 元/吨，均价为 147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50 元/吨。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750-14850 元/吨，均价为 148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2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800 元/吨，反映散

单不出，保长单为主。

广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750-14850 元/吨，均价为 148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80-150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80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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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 9250 9200 平

不含税
送到价

河南 9030 9200 9115 平

河北 9100 9350 9225 +25

江苏 9250 9350 9300 平

山东 9200 9300 9250 平

江西 9050 9150 9100 平

湖北 9110 9180 9145 平

湖南 8950 9050 9000 平

贵州 9150 9250 92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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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9000 9150 9075 +25

重庆 8900 9150 9025 平

广西 9000 9100 9050 平

广东 9100 9150 9125 平

日内沪铅震荡走强，再生市场动力废电瓶价格分地区上调，今日报均价 9139 元/吨。据我

的有色网调研，江西地区的环保督查持续发酵，但对以废电瓶为原材料的炼企受影响较少，企

业反映货源尚可，原料库存也较为充足；贵州地区也有部分企业受影响停产，但收货不收限制，

反映目前货源依旧偏紧，成交一般；河南地区货源依旧紧张，主要是跟炼企多和价格相关关系

较大；安徽地区收货情况相对较好，反映货源尚可，可满足基本生产和少量留库。目前铅价依

旧无上行拉力，预计明日动力废电瓶价格变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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