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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WBMS：2019 年 1-9 月全球铅市场供应短缺 31万吨

国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2019 年 1-9 月全球铅市场供应短缺 31

万吨，2018 年全年供应短缺 24.3 万吨。9月末总库存量较 2018 年末低 3.1 万吨。

云南驰宏锌锗会泽矿业分公司通过“膏体充填”采矿技术及选矿技术的应用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会泽矿业分公司通过“膏体充填”采矿技术及“铅硫异步等可

浮-锌硫混选-分离”选矿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每年采矿损失率低于 2.9%，贫化率低于 11%，

选矿铅回收率高于 86.5%，锌回收率高于 95.5%，选矿废水循环利用率为 100%，工业水重复利

用率大于 90%，固废综合利用 100%，采掘综合电单耗（不含矿井排水）小于 20kWh/t，选矿平

均综合电单耗小于 40kWh/t，选矿新水单耗小于 0.35m3/t，选矿废水、生活污水零排放。

猛狮新能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猛狮(002684.SZ)11 月 20 日公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猛狮于近日收到湖北省宜城

市人民法院的《通知书》，根据债权人湖北农商行的申请，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已受理湖北

农商行对湖北猛狮的破产清算申请，湖北猛狮将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公司公告）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2001 合约开于 15655 元/吨，盘初空头力量较强，沪铅大幅下跌，探

低至 15390 元/吨，午后有所反弹，录得 15550 元/吨，跌 130 元/吨，跌幅为 0.83%，持仓量

增加 6746 手至 79102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下影阴线，仍处于五日均线下方，布林轨下轨，沪铅连续走弱，现货

市场成交有所改善，夜间关注 15390 元/吨的支撑位。

基本面：原生冶炼厂散单惜售，长单出货为主，现货市场贸易商货源少，遇跌挺价。再生

市场，今日再生利润 658-702 元/吨，日内沪铅大幅下跌，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再生企业挺价

稍重，再原生价差收窄至 100 元/吨左右。因原再生价差持续收缩，下游蓄企冯逢低接情绪尚

可，市场成交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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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2:1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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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5 12+60

江浙 沐伦 1# 15705 12+50

广东 南方 1# 15655 12+0

上海市场，驰宏 12+60；南方 12+0；沐沦 12+50。期铅早间破位下行，午后维持震荡，贸

易商报价跟盘下调但惜售情绪上升，日内国产报价仍以升水居多，下游刚需逢低接货。江浙市

场，市场仓单报价寥寥，仅长兴豫光报价 12+20，铅价跳水下游采兴略有好转，市场交投氛围

尚可，但终端消费需求偏弱，整体成交一般。再生市场，今日再生利润在 658-702 元/吨，日

内沪铅大幅下跌，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再生企业挺价稍重，再原生价差收窄至 100 元/吨左右，

地域性报价跨度稍大，下游逢低询价，有精铅出厂成交在贴水 200 到升水 100 附近，但量不多。

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15540 元/吨；南储南方 15670 元/吨；蒙自送到南储 15650 元/吨。

铅价大幅下挫，贸易商惜售情绪上升，再生贴水持续收窄，下游电池厂逢低询价意愿有所好转，

市场交投氛围尚可。

湖南市场，炼厂散单不报，维持长单出货，下游按需接货，采购情况不理想。河南市场，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9086 -50

LME 6712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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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厂提 15700 元/吨，贸易商货源报价 15700 元/吨，铅价走低，炼厂报价较昨日有所挺价惜

售，随着再生市场价格和供应收紧，原生散单成交氛围尚可。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100-14150 元/吨；均价为 14125 元/吨。某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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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200-14250 元/吨，均价为 142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650-14700 元/吨出厂，带票 157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4200 元/吨。

河南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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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20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050-14150 元/吨，均价为 141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5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1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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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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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7650 平 7850 平

河南 8300-8400 +25 7700-7800 平 7700-7800 平

河北 8300-8600 -125 7750-7850 -50 7750-7850 -50

山西 8450-8550 平 7650-7750 平 7650-7750 平

江苏 8500 -150 7900 平 7900 平

山东 8300 -100 7500 -100 7500 -100

江西 8300-8400 平 7750-7800 -50 7750-7800 -50

湖南 8530 －50 7850 －50 7850 －50

湖北 8350-8450 -25 7750-7800 平 7750-7800 平

贵州 8400-8500 -50 7850-7950 -25 7850-7950 -25

宁夏 8400-8600 平 7800 平 7800 平

重庆 8350-8400 平 7250-7300 平 7250-7300 平

广西 8350 平 7800 平 7800 平

广东 8250-8300 -100 7700-7750 -25 7700-77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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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8400-8500 -50 7650-7850 -50 7650-7850 -50

新疆 8150 平 7250 平 7250 平

日内沪铅主力跳水后上行盘整，再生铅的原材料废电瓶的回收价整体下调，半数地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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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维稳，半数地区价格下调，还有河南地区电动价格小涨，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400 元/

吨，去水大白 7730 元/吨，去水黑壳 7745 元/吨。据 Mymetal 调研，今日河南地区反应调价后

收货有所好转，山西地区挺价收货，反映成交也不错；内蒙、河北、贵州、湖南等地区反应收

货情况欠佳，部分未调价企业收货也很一般；另有企业计划在明后日会再次下调价格。目前废

电瓶市场货源偏紧，主要是受价格连续下跌，小贸易商惜售囤货所致。预计明日市场回收价能

整体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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