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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印度拟投资 5000 亿印度卢比建造大型锂电池工厂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拟投资 5000 亿印度卢比建造大型锂电池工厂，特斯拉、宁德

时代和比亚迪股份据悉都表达了对参与该计划的兴趣。

我国氢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实现自主量产

近日，上海济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投产仪式并交付新产品，这标志着国内企业首次

打破氢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材料催化剂和气体扩散层的国际垄断，实现自主量产。济平新能源方

面表示，目前其是国内首家能够量产催化剂和气体扩散层的公司,量产的催化剂种类包括铂碳

和铂合金产品。

陕西通信局：推动城乡百兆宽带建设 积极开展 5G基站规划部署

近日，陕西省第九届互联网大会暨 2019 数字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举行新闻发布会，陕西省

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林栋会上表示，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将进一步做好提速降费，降低企业经营

成本和用户使用成本，推动城乡百兆宽带、城市千兆建设，积极开展 5G 基站规划部署，为 5G

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加大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0 开于 16815 元/吨，盘初沪铅维持均线附近震荡为主，后沪铅多

头入场，沪铅走强，报收于 16975 元/吨，涨 275 元/吨，涨幅为 1.65%，持仓量增加 8256 手

至 48582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大阳线，放量上涨，站在均线上方，布林轨上轨上方，短期沪铅技术面

偏强，但谨防高位资金获利了结。

基本面：炼厂逢涨报价意愿一般，现货市场散单到货有所增加，江浙地区仓单报价不多；

再生市场，今日再生原料端还原铅供应无明显改善，局部地区贴水略有收窄；进口市场仍无报

价；下游询价积极，逢低谨慎采购，日内成交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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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9:1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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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5 9+50~100

河南 金利 1# 16700 9-80

广东 南储南方 1# 16710 9-50~60

上海市场，驰宏 9+50~100，沐沦 9+0，长兴/无锡（金利/万洋/豫光）9-30，期铅强势上

行，冶炼厂散单报价寥寥，长单出货为主，贸易商积极报价，整体升水维稳，国产报在 9+0~100

之间，市场仓单流出不多，持货商报价随行就市，豫光等品牌报 9-30，下游询价意愿尚可，

早有成交在 9+50 附近，仓单成交在 9-30 附近；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市场再生不带票报价在

15550 元/吨，带票报 16750 元/吨，今日再生原料端还原铅供应无明显改善，局部地区贴水略

有收窄，下游谨慎采购，整体成交一般；进口市场，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9-60~9-50，蒙自到南储 9-80，南华厂提无报价；期铅上行，广东地

区遇涨到货增加，贸易商报价积极，早间南方、金贵仓单报 9-60~9-50，早间在 9-70 处有成

交，午后铅价偏强震荡，贸易商积极降价吸引成交，下游刚需拿货，成交尚可。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8269 —2133

LME 802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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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场，炼厂散单不报价，长单供应为主，持货商货源报 9-60，下游刚需拿货，成交

一般；河南市场，今日金利厂提 9-80，其他炼厂暂无报价，早间炼厂贴水出售，下游按需积

极接货，市场交投氛围尚可。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00-15200 元/吨，均价为 15150 元/吨。某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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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50-15250 元/吨，均价为 152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50 元/吨出厂，带票升水 50 送到；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200 元/吨。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00-15200 元/吨，均价为 15150 元/吨。某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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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00-15200 元/吨，均价为 151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100 元/吨，部分企

业看涨惜售情绪较浓，暂无出货计划。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50-15250 元/吨，均价为 152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50 元/吨出厂，带票升水 50 送到；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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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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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8200 平 8400 平

河南 8900-9000 +25 8100-8300 平 8100-8300 平

河北 8950-9150 +25 8200-8350 +25 8200-8350 +25

山西 9050 平 8200-8300 平 8200-8300 平

江苏 9000 +100 8250 +100 8250 +100

山东 9000 平 8100 平 8100 平

江西 8950-8980 平 8250-8300 -50 8250-8300 -25

湖北 8840-8920 平 8230-8310 平 8230-8310 平

湖南 9150 +100 8350 平 8350 平

贵州 9100-9150 +50 8250-8300 +75 8250-83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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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8950-900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广西 8950 平 8200 平 8200 平

广东 8900-9000 平 8100-8200 平 8100-8200 平

云南 9000 平 8000-8200 平 8000-8200 平

内蒙 9200-9250 平 8300-8450 平 8300-8450 平

新疆 8400 平 7550 平 755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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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沪铅强势走强，再生铅市场废料价格整体上调，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975 元/吨，去水

大白 8220 元/吨，去水黑壳 8235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市场看涨情绪浓厚，部分地

区废电瓶涨幅明显，并反映交投氛围浓厚；今日江苏地区各类废电瓶出现 100 元/吨的上调，

回归市场均价行列；湖南地区的各类电瓶在市场上均属于偏高价，其货源主要来自于本地以及

广西地区，交投尚可；其余各地区价格波动较小或维稳，市场货源稳定且充足，预计明日废电

瓶将跟随铅价有所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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