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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资讯】 

 流动性合理充裕 人民银行续停逆回购 

上证报讯 人民银行 9 日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今日不开展逆回

购操作。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实现零投放、零回笼，下周有 1200 亿元国库定存到期。 

 美联储保持加息立场 亚太股市普遍下跌 

上证报讯受美联储保持渐进加息立场及美股走低影响，亚太股市 9日普遍下跌。北京时间 9时 49

分，日经 225 指数下跌 0.77%，韩国成份指数跌幅为 0.19%，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跌幅为 0.91%。

在中国市场，香港恒生指数跌幅为 1.73%。 

 南非利用废旧车载铅酸电池回收 实现铅的循环再利用 

据外媒报道，电动车电池的使用寿命在持续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业内领先的制造技术及超成熟的

循环再利用工艺，使车载电池的使用寿命迈入了新台阶。然而，只有当消费者妥善处理器废旧电池时，

才能实现环保性回收。 

 

【期货市场】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主力合约 1812 开于 18750元/吨，全天维持震荡走弱行情格局。盘初，沪

铅于 18700元/吨平台震荡整理，后受色金属整体走弱拖累，沪铅一路震荡下行，最终沪铅报于 18550

元/吨，涨 140元/吨，涨幅 0.76%，持仓量减 1110 手至 45946手。本周沪铅 V型行情格局，周初至周

中快速回落至周末上涨拉升，跌 140 元/吨，跌幅 0.75 元/吨。 

技术面：日内，沪铅报收倒锤头阳线，5 日，10 日形成死叉，承压于前期压力位 18860 元/吨，

BOLL 线重心上移，触及 BOLL 线上轨附近。技术面偏中性。本周沪铅报收大阴线，于 BOLL 线中轨附近

运行，重心上移，技术面偏多。 

基本面：本周，铅锭市场方面，冶炼厂正常出货，长单供应为主，持货商货源国产散单报价较上

周略有增加，升水较上周略有缩窄，然下游因终端订单下滑，叠加再生厂提和进口价格优势明显，市

场部分需求被分流，入市多以刚需采购为主，避险情绪渐浓，成交较上周有所下滑；再生铅市场方面，

厂提报价多为对 11合约贴水 350~400，然因多地受环保影响，再生企业利润缩减，企业惜售情绪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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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铅成交一般。本周，进口铅锭市场方面，因进口盈利收窄，总体到货较少，报价区间在 12-150~50。

临近周末铅价强势走高，下游询价积极性一般，因总体订单下滑，采购较为谨慎，市场成交偏少。 

行情预测：预计夜间沪铅或延续弱势震荡行情走势，操作上观望为宜。预计下周沪铅或以震荡偏

强为主行情格局。 

 

【现货市场】 

现货品牌升贴水 

 

上海市场，周初现货市场国产报价普遍在 11+100~250 之间，因 1811合约交割临近，市场下半周

大都转为对 1812 合约报价，报价区间在 12+140~300 内；再生铅报价多为对 11 合约贴水 300~400 区

间内，进口市场铅锭报价维稳，报价区间 12-150~50。本周铅价止跌企稳，冶炼厂正常出货，长单供

应为主，持货商货源国产散单报价较上周稍有增加，升水较上周略有缩窄，然下游因终端订单下滑，

叠加再生厂提和进口价格优势明显，导致下游部分需求被分流，入市多以刚需采购为主，避险情绪渐

浓，成交较上周有所下滑；再生厂提报价多为对 11合约贴水 350~400，然因多地受环保影响，再生企

业利润缩减，炼企惜售情绪较浓，再生铅成交一般；另一方面本周进口铅锭因进口盈利收窄，总体到

货较少，报价区间在 12-150~50。临近周末铅价强势走高，下游询价积极性一般，因企业订单减少，

采购较为谨慎，市场成交偏少。 

广东市场，炼厂正常出货，散单多对 12 合约升水 100 左右报价出货，持货商报价随行就市，出

货积极性较高，周中逢低下游采购增加，主要采购厂提货源较多；周末逢涨，下游观望又起，刚需接

货，整体市场成交偏淡； 

湖南地区，炼企散单报价较少，长单供货为主，市场持货商货源报价呈现两极化，同一交割品牌

报价在 12-100~12+200之间，下游采购贴水较多；河南地区，冶炼厂减产较多，持货商货源散单对 12 

日期 双燕 恒邦 蒙自 金沙 南方 南华 哈铅 

2018.11.5 - - - 11+100 11-40 18775 11-250 

2018.11.6 - - - 11+100 11-75 18625 12-150 

2018.11.7 11+75 - 12+140 12+300 11-75 18455 12-150 

2018.11.8 11+60 - - 12+300 11-20 18475 12-150 

2018.11.9 11+30 - - 12+300 11-70 18700 1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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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升水 50 左右报价出货较多，下游因订单减少，采购谨慎，市场交投氛围偏淡。 

 

【还原铅市场】 

主流地区还原铅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河北地区周一报价 16350 元/吨至 16300 元/吨，下跌 50元/吨，期间炼厂两次暂停收货。  

河南地区由周一报价 16400 元/吨至周五报价 16400 元/吨，震荡持平，周中反映成交一般。  

安徽地区由周一报价 16400 元/吨至周五报价 16400 元/吨，震荡持平，周初某企反映某炼厂停

收，原因为 2#铅出货不易。   

江苏地区由周一报价 16350 元/吨至周五报价 16400 元/吨，上涨 50 元/吨，周中反映成交尚

可。  

山东地区由周一报 16350 元/吨至周五 16350 元/吨，震荡持平，周中反映成交一般. 

江西地区由周一报 16450 元/吨至周五报价 16450 元/吨，震荡持平，周初反映炼厂暂停收货，

主要原因为 2#铅出货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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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电瓶市场】 

图一：全国主流地区动力废电瓶价格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由上图可知，本周全国主流地区动力废电瓶价格先跌后涨，今日均价为 10028 元/吨，与上周持

平。安徽地区炼厂反映昨日省固废中心的工作人员离开，部分企业受影响还在停工或是关停一些影响

产线，还有一些企业生产不稳定，时开时停；河南地区的环保“回头看”主要影响的安阳地区的炼厂，

当地某企受铅价影响前几日废电瓶涨跌幅最高达 100 元/吨，今日则未报价；江苏地区本周废电瓶价

格相对处于市场高位，主要受资金影响，账期长达 20 天左右；贵州地区的环保“回头看”还在进行，

目前只有一家较大企业收货生产，其他企业仍在停工；江西地区本周货源充足，但炼厂收货积极性不

高，库存相对处于高位。总体来看本周动力废电瓶持货商正常出货，厂商刚需补库，成交状况一般。

下午尾盘铅价持续攀升，在外围环境和宏观政策的的影响下，预计下周主流地区动力废电瓶价格或偏

强运行。 

 

【冶炼厂动态】 

目前安徽地区受环保影响，大华因技改停产，顺达也在停产中，中冶、长江生产不稳定，阜阳地

区除去大华，企业总体日产铅锭在 700~800 吨左右；太和地区，华铂生产正常，一期+二期日产 1600

吨铅锭，华鑫暂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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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下游消费慢慢转入传统淡季，蓄企终端订单减少，目前逢低补库为主，谨慎采购。据我的有色网

了解，浙江地区大型蓄企现在正常交付终端订单，称市场更换需求尚可，且考虑到年末的业绩冲刺要

求，蓄企目前接近满产；部分中小企业订单减少，且铅价近来波动较为频繁，蓄企低位采购，开工率

下调至 51%~56%；西北地区蓄企反映市场需求一般，企业订单较稳定，开工率暂稳，经销商方面有冲

刺季度业绩指标，进货积极；江西地区中大型企业开工两极化严重，大型企业有冲刺年末绩效要求，

开工接近满产，中小型企业称传统淡季到来，蓄企为避免累库，刚需采购为主，中小型企业开工率在

43%~50% 。 

 

【库存】 

本周初广东库存为 2,910吨，至周五统计增加了 460 吨至 3,370 吨；江西周初库存为 600吨，周

五统计为 400 吨，称最近下游消费力度减弱，库存预计有增加；江苏周初社会库存为 700吨，至周五

变动幅度较少，减少了 40吨至 660 吨；LME周初为 112,575 吨，截至到本周五 LME库存为 111,575吨，

减少了 1,000 吨，SHFE周初库存为 3,723 吨，周五统计为 3,977吨，增加了 254 吨。 

 

【后市预测】 

后市：多地蓝天保卫战已经打响，但较之以往的“一刀切”政策，本次环保检查对企业影响相对

较小，叠加大部分再生和原生企业有年末冲量计划，另一边进口盈利缩窄，进口增量放缓，而下游消

费整体呈现出不温不火的格局，预计沪铅维持在区间内宽幅震荡概率较大，预计下周沪铅主力运行区

间 18200~19000元/吨。后期仍需密切关注再生铅的利润及下游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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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铅研究

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

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

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

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情况下，

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

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

专家意见，本公司及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

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投

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本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

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

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