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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中金岭南国际贸易中心项目奠基

7 月 12 日上午，中金岭南国际贸易中心项目奠基仪式在广州南沙区明珠湾灵山岛尖隆重

举行。国际贸易中心项目是中金岭南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举措，是加

强区域合作、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更是借助南沙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积极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战略。（中金岭南）

美国 6 月铅进出口均环比增加

美国 6月未锻造精炼铅出口量为 258,172 千克，高于 5月的 196,977 千克，1-6 月累计出

口量为 8,997,248 千克。（美国商务部）

火烧云铅锌矿找矿空间进一步拓展

近期，地质人员在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境内火烧云铅锌矿近外围新发现马鞍山、牛郎

山等铅锌矿点，优选马鞍山靶区进行钻探验证，在钻孔深部发现高品位铅锌盲矿体，其矿物成

分、结构类型和赋矿层位与火烧云铅锌矿高度相似，将火烧云铅锌成矿带找矿空间向北西延伸

至马鞍山一带、往南东延伸到牛郎山一带，拓展找矿空间近 15 公里，为进一步找矿突破奠定

了重要基础。（中国矿业）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09 合约开于 16210 元/吨，盘初 沪铅低位围绕 16230 元/吨位置震

荡，后沪铅多头发力，沪铅上扬，最高探至 16380 元/吨，午后多头获利了结，沪铅报收于 16325

元/吨，跌 40 元/吨，跌幅为 0.24%，持仓量减少 4394 手至 52616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下影小阴线，暂以 20 日均线位置作为压力，在基本面改善的情况下，

夜间或尝试突破 16390 元/吨位置。

基本面：炼厂散单报价积极性不高，贴水力度逐渐收窄，部分地区惜售，现货市场国产到

货有限，整体报价混乱；再生市场，再生供应偏紧，部分再生企业惜售，整体再生贴水幅度有

限；进口市场仍无报价；下游订单情况有所好转，日内逢低询价接货，市场交投氛围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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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8:16175

现货市场价格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6225 8+50

天津 沐沦 1# 16180 9-50

广东 金贵 1# 16125 8-50

上海市场，驰宏 8+50/9+30~9+50，白银/沐沦 9-50，长兴/无锡（金利/万洋/岷山/豫光）

8-20。早间期铅盘整运行，现货市场冶炼厂到货不多，贸易商报价情绪一般，市场报价合约逐

渐换月，整体报价较为混乱，国产主流报在 9-50~9+30 之间江浙地区仓单市场早间报价在 8-20

附近，下游逢低陆续补库，早间国产成交尚可，午后铅价小幅上行，贸易商积极下调升贴水，

江浙地区报价下调至 8-30 附近，下游低位补库较多，部分转采再生货源，午后成交逐渐转淡；

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市场再生不带票报价在 15150 元/吨，带票报 16125~16175 元/吨，在还

原铅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今日再生供应依旧稍紧，部分再生企业挺价惜售，整体再生贴水幅度

有限，下游接货情绪尚可，成交有所转好；进口市场，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金贵 8-50，南华厂提 8+55，冶炼厂厂库不多，整体供应长单为主，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31301 —428

LME 853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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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散单升水较高，下游采购意愿低，成交偏淡；现货市场持货商货源散单报价混乱，云南、

湖南厂提货源报价贴水再度收窄，日内有散单成交在 8-50 左右，成交尚可。

湖南市场，宇腾/水口山厂提报 8-45，其他炼厂散单暂无报价，供应长单较多，下游刚需

接货，午后遇涨询价减少，原生市场成交再度转淡；河南市场，今日金利厂提报 8+0，其他炼

厂散单暂无报价，日内下游刚需拿货，8+0 附近成交尚可。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00 元/吨，均价为 146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00 元/吨，反映

原料低价难采，下游接货意愿不错，成交良好。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750-14800 元/吨，均价为 147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50-15200 元/吨出厂，带票贴 5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4800 元/吨，部分厂家反映市场还原铅偏紧，下游蓄企拿货积极性较高。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50-151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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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00 元/吨出厂，带票贴 10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700

元/吨，部分企业反映市场货源供应稍有回暖，非持证炼企开工率有所上调。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00-15150 元/吨出厂，带票贴 50-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700 元/吨，反映下游接货情绪尚可，部分企业受原料供应不足影响，基本以长单供应为主。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650-14750 元/吨，均价为 147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70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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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0 -50 8100 平 8300 平

河南 8900-8950 -50 8100-8250 平 8100-8250 平

河北 8800-9150 -25 8100-8200 平 8100-8200 平

江苏 9000 平 8250 平 8250 平

江西 8900-9050 -50 8250 -25 8250 -25

湖北 8920-9000 平 8330-8410 平 8330-8410 平

湖南 9000 -50 8250 -50 8250 -50

贵州 8950 -50 8100 -25 8100 -25

宁夏 8700 -100 8000-8100 -75 8000-8100 -75

重庆 8550-8600 -50 8150-8200 -100 8150-8200 -100

广西 9030 平 8250 平 8250 平

广东 8850 -50 8100 平 81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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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铅价持续走弱，再生市场原材料价格多数跟降，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910 元/吨，

去水大白 8180 元/吨，去水黑壳 820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各地区对废电动下调幅

度较大，水电价格下调幅度相对较小；江西地区新增检修企业，湖南、贵州地区的部分炼企尚

未复产，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合适成交良好；北方地区河北、内蒙等地货源也较为充足，并反

映私人炼炉依旧未大规模复产，成交尚可；安徽、河南等地的炼企也反馈货源充足，部分企业

不看好本周价格，有意在明日继续下调价格。尾盘铅价未反弹拉升，关注夜盘铅价，预计明日

废料稳中下调仍为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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