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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7 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首次下滑 降幅达 14％

市场研究机构 Sanford C.Bernstein 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份全球插电式电动汽车销

量下降 14%，至 12.8 万辆左右。中国和北美市场销量持续下滑，而欧洲销量攀升。

 工信部公开征求对铝、铅锌、镁行业规范征求意见

为进一步加快铝、铅锌、镁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产业政策，工信部对《铝行业规范条件(2013 年)》《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15 年)》《镁行业

准入条件(2011 年)》进行了修订，编制了《铝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铅锌行业规范

条件(征求意见稿)》《镁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若有意见或建议，

请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前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反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贝特瑞上半年正极材料营收 4.13 亿元、负极材料营收 13.8 亿元

近日，贝特瑞发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5,532.97 万元，同比

增长 33.96%，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1,842.64 万元和 24,349.74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77.00%和 100.54%。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81.51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7.72%；负债总额 42.0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6.52%；净资产 39.51 亿元，较上

年末增加 9.01%。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0 合约开于 17340 元/吨，盘初沪铅部分多头获利了结，后多头发

力，沪铅强劲发力，上冲至 17480 元/吨高点，后沪铅震荡走弱，报收于 17360 元/吨，涨 95

元/吨，涨幅为 0.55%，持仓量增加 440 手至 64098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上影小阳线，17500 元/吨压力较重，多头均线排列，市场多头积极，

短期关注限产消息。

基本面：9月份冶炼厂检修增多，主要保证长单供应，散单出货有限，现货市场国产流通

偏紧，部分持货商挺价出售；再生市场，部分企业贴水报价维稳，下游接货积极性有所减弱，

再生交投积极性不强；进口市场仍无报价；下游采购意愿不高，日内维持刚需，成交有所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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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9:1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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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0 9+20

河南 金利 1# 17325 9-45

广东 南储南方 1# 17320 9-50

上海市场，驰宏 9+20/10+50，南方 9+0/10+0，沐沦 10-20，长兴/无锡

9+0~9+20/10-100~10-40，期铅上行日内盘整运行，冶炼厂长单出货，散单报价积极性不高，

现货市场 1909 合约交割临近，持货商报价陆续转为对 10 合约报价，国产报 10-20~10+0，江

浙地区仓单市场报价在 10-100~10-40 之间，日内下游询价意愿不高，仅按需接货，散单有成

交在 10-30 附近，仓单有部分成交在 10-50，整体成交一般；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市场再生不

带票报 16050~16100 元/吨，带票报 17175 元/吨，今日再生利润 928-984 元/吨，日内期铅高

位震荡，部分企业贴水报价维稳，下游接货积极性有所减弱，再生交投积极性不强；进口市场，

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9-50，金贵 9-80~9-70，南华厂提无报价；华南地区炼厂散单报价少，

贸易商报价维稳，南方、金贵仓单报 9-80~9-50，下游谨慎采购，日内长单提货较多，市场散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2815 —1008

LME 77100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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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成交偏淡。

湖南市场，炼厂散单库存少，暂不报价，下游接长单为主，市场交投氛围偏淡；河南市场，

今日金利厂提 9-45，其他炼厂无报价，下游仅按需接货，长单接货，散单成交情况一般。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00-15600 元/吨，均价为 15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850-15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50 元/

吨，某企反映今日市场货源供应尚可，还原铅炼企出货意愿较强。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650-15700 元/吨，均价为 156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50 元/吨出厂，带票 17175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50 元/吨。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600-15650 元/吨，均价为 156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5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600-15700 元/吨，均价为 156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650 元/吨。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700-15750 元/吨，均价为 15725 元/吨。某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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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50-161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70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650-15750 元/吨，均价为 15700 元/吨。某炼厂今日

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70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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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9000 平 8200-8300 平 8400-8550 平

河南 8950-9000 -25 8150-8250 平 8150-8250 平

河北 9100-9250 +25 8250-8450 平 8250-8450 平

山西 9100 平 8250-8300 平 8250-8300 平

江苏 9100 平 8350 平 8350 平

山东 910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江西 8950-9000 平 8150-8200 平 8150-8200 平

湖北 895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湖南 9150 平 8300 平 8300 平

贵州 9150-9200 +25 8200-8350 +50 8200-83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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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8900-8950 -100 8150-8200 +50 8200-8250 +100

广西 9070 平 8300 平 8300 平

广东 8950-9100 平 8200-8250 平 8200-8250 平

云南 9100 平 8100-8300 平 8100-8300 平

内蒙 9100-9200 平 8300-8400 平 8250-8300 平

新疆 8400 平 7550 平 755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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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沪铅高位震荡，再生铅市场废料价格变化不大，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9025 元/吨，去水

大白 8250 元/吨，去水黑壳 827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均反

映货源充足，炼企调价意愿不强，成交良好；河南某企又有检修计划，目前河南地区收货企业

有所减少，货源富足；目前市场上废电瓶货源较多，且从维修更换端就成本较低，叠加过段时

间不同程度的停限产，所以废电瓶价格短期内变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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