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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北汽集团携手奥动新能源 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换电

据北汽集团消息，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奥动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建立了集团层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围绕纯电动汽车换电运营的相关建设和推广

应用展开新的合作，共同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助力首都北京及全国大中型城市纯

电动出租车的推广应用。

德国斥资 35 亿欧元扩建电动汽车充电桩

德国总理默克尔 4日表示，联邦政府将投入 35 亿欧元扩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5万个

新充电桩预计将迅速到位。德国政府计划在从 2020 年开始的 5年中将电动汽车购车补贴提高

一半，将电动汽车补贴从现在的每辆 3000 欧元提高至 4500 欧元，对于售价超过 4万欧元的车

型补贴将提高至 5000 欧元，德国政府希望在 2030 年前让 1000 万辆电动车上路。

格林美称印尼镍厂将于明年底开始商业化生产

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表示，公司计划于明年年底在其印尼电池镍厂开始商业化生产。该工

厂将于 2020 年 8 月开始试生产。该项目是与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公司的合资企业，

其中格林美为最大股东。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主力 1912 合约开于 16405 元/吨，盘初沪铅延续跌势，后空头持续入

场，沪铅围绕日均线窄幅震荡运行，报收于 16390 元/吨，跌 70 元/吨，跌幅为 0.43%，持仓

量增加 2172 手至 61598 手。

技术面：沪铅报收小阴线，料下行通道加速下行，暂时难以找到有效支撑点，预计夜间沪

铅或延续日间的震荡偏弱形势。

基本面：原生冶炼厂散单报价不多，华南地区厂提报价贴水暂稳，现货市场贸易商挺价出

售。今日再生利润为 521-573 元/吨，日内铅价微跌，北方部分地区因环保停产，导致原料区

域性增加较多，再生企业贴水力度仍较大。终端需求下滑，下游电池厂采兴不高，日内刚需接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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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1:1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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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 11+5

江浙 铜冠 1# 16495 11+0

广东 南华 1# 16370 11-125

上海市场，驰宏 12+100；沐沦 11-30；南方 11-60~11-30。今日期铅低位震荡，贸易商报

价坚挺，未出现为求成交而过度让价的情况，主流报价仍对 1911 合约贴水，部分对 1912 合约

升水报价，日内下游入市询价寥寥，逢低刚需备货，原生市场成交依旧偏淡；江浙市场仓单市

场报在 11+0~11+10 之间，部分积极下调价格，下游需求偏弱，市场成交欠佳。再生市场，安

徽报价 14900 元/吨（不含税），今日再生利润为 521-573 元/吨，日内铅价微跌，北方部分地

区因环保停产，导致原料区域性增加较多，再生企业贴水力度仍较大；南方地区原料偏紧，企

业报价暂稳，整体成交一般偏弱。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16370 元/吨；南储金贵 11-50；云沙送到佛山 16400 元/吨。期铅弱

势整理，市场部分现货价格小幅跟跌，报价积极性不高，南方地区再生铅贴水幅度暂稳，下游

逢低采购为主，原生散单成交一般。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4678 +3781

LME 70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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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场，炼厂长单出货，贸易商货源报水口山厂提 16370 元/吨，反映下游需求固定，

成交尚可；河南市场，炼厂散单零星报价，贸易商货源今日报在 16400 元/吨，下游离市观望，

厂提成交一般，散单成交弱势不改。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250-14300 元/吨；均价为 142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00 元/吨，反映

徐水区因环保检查，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停限产，导致当地的还原铅流向其他地区，市场货源供

应尚可。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500-14600 元/吨，均价为 14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带票 15900-160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4550 元/吨，反映市场货源紧张，还原铅不好采购。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300-14400 元/吨，均价为 143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带票 159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50 元/吨，部分企业因环保检查，生产受限。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400-14500 元/吨，均价为 144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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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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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0 平 7950 平 8100-8150 平

河南 8550-8600 -50 7900-7950 平 7900-7950 平

河北 8650-8900 -75 7900-8100 -75 7900-8100 -75

山西 8750 平 7950-8000 平 7950-8000 平

江苏 8900 -100 8150 -100 8150 -100

山东 8700 -50 7900 -50 7900 -50

江西 8550-8650 -50 7950 平 7950 平

湖北 8700-8750 -25 8000-8100 -75 8000-8100 -75

湖南 8750 -50 7950 -50 7950 -50

贵州 8800-8850 - 8100-8150 - 8100-8150 -

宁夏 8500-8550 平 7900-7950 平 7900-7950 平

重庆 8650-8700 -50 7600-7650 -100 7600-7650 -100

广西 8700 平 7980 平 7980 平

广东 8700-8750 平 7900-7950 平 7900-7950 平

云南 8750 平 7850-7950 平 7850-7950 平

内蒙 8700-8800 平 8050-8100 平 8050-8150 平

日内沪铅主力持续下行，再生铅的原材料废电瓶价格跟跌，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705

元/吨，去水大白 7950 元/吨，去水黑壳 7965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河南地区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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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价创新低，水电价格平稳，企业反映调价后收货更差；江苏地区的回收价在长时间的挺价

后也开始下调，目前企业厂内库存充足，收货不愁；其余各地区的回收价则维稳或下调 50 元/

吨左右，各地区纷纷反映目前收货欠佳，但实际市场货源不缺，持货商觉得利润低捂货不出，

或者从下级回收商采购不来废电瓶，整体成交偏差。预计明日废电瓶价格或继续随铅价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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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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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