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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3.43 万亿美元 中国前 3季度贸易总额超日韩之和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1到 9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 34319.3亿美

元，同比增长 15.7%。其中，出口总值 1826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进口总值 1605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0%;中国贸易差额 2213.8亿美元，同比收窄 23.8%。 

 隔夜利率破 2% 利率继续下行空间或有限 

中证网讯（记者张勤峰）8日上午，央行逆回购操作续停，已连停 10日，但无碍资金面

延续宽松格局。货币市场利率仍以下行居多，特别是隔夜利率继续较快下行。 

 河北启动“利剑斩污(2018-2019)”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 8类涉气犯罪 

7日，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

决定，自 2018 年 11月初至 2019年 4月 30日，在该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利

剑斩污(2018-2019)”专项行动，从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两方面重点打响“蓝天保卫战”“碧

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主力合约 1812开盘于 18355 元/吨，全天维持宽幅震荡行情格局。

盘初，受有色金属集体走强带动，沪铅快速拉升，冲高至 18495元/吨，然空方力量打压，沪

铅震荡下行，探最低至 18320 元/吨，后市场做多情绪愈强，多方力量强势反攻，冲高至 18520

元/吨，最终沪铅报于 18465 元/吨，涨 100元/吨，涨幅 0.54%，持仓量减 1110手至 45946手。 

技术面：沪铅报收小阳线，暂止跌企稳，5日，10 日均线形成金叉迹象初现，但承压于 5

日均线。技术面偏中性。 

基本面：铅锭现货市场方面，国产报价维稳，持货商报价积极性一般，升水暂稳，下游因

终端订单有所减少，入市询价积极性不高，1#铅锭整体成交较少。再生铅市场方面，今日安徽

地区反映目前受环保小组入驻影响，叠加因前期精铅成本较高，而现在 2#铅有亏损，故炼厂

惜售情绪较浓，整体报价减少，下游按需拿货，成交一般。进口铅锭市场方面，持货商报价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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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继续扩大，成交有限。整体市场交投氛围偏弱，下游采购意愿平平，整体成交转淡。基本面

偏中性。 

行情预测：预计夜间沪铅震荡走强为主，操作上可轻仓多单，注意止损。 

  

 

 

 

 

 

 

 

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812:18410 

现货市场价格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金沙 1# 18710 12+300 

上海 双燕 1# 18640 / 

广东 南方 1# 18505 / 

广东 南华 1# 18475 / 

 

上海市场，金沙 12+300；上海双燕 11+60；白银 12+100；哈铅 12-150~80。期铅回落，现

货市场国产持货商报价积极性一般，早间报价在 12+100~300，整体升水暂稳，但下游因终端

订单有所减少，入市询价积极性不高，1#铅锭整体成交较少；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地区反映目

前受环保小组入驻影响，叠加因前期企业精铅成本较高，而现在 2#铅利润有所减少，故炼厂

惜售情绪较浓，整体报价减少，下游按需拿货，成交一般；进口铅锭持货商报价贴水扩大，整

体区间在 12-150~80,下游询价较多，实际成交有限；整体市场交投氛围偏弱，下游采购意愿

 

LME、SHFE期货库存 

期货市场 库存（单位：吨）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3,220 -651 

LME 111,8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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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整体成交转淡； 

广东地区，南储南方 11-75，南华厂提 18475元/吨；期盘冲高回落，炼厂散单报价较昨

日变化不大，持货商部分品牌报价贴水扩大，然下游因对后市较为担忧，逢低刚需拿货为主； 

湖南市场，炼厂正常出货，持货商报价多为对 12 月升水 100~140左右，下游按需拿货，

成交偏淡；河南市场，冶炼厂散单量较少，持货商货源多对 12升水 200左右，蓄企逢低询价

采购为主。 

 

下游废电瓶市场 

 

  

 

 

 

  

 

 

 

 

日内沪铅震荡上行，全国主流地区动力废电瓶价格维稳为主，河南地区部分厂家价格上调

50 元/吨，宁夏地区小炼厂报价较高，所以价格整体上调 100元/吨。安徽太和企业反映：昨

日有环保组入驻，禁止货物的进出，等环保组走后恢复正常生产；江西地区某企报较低价 9850

元/吨到厂，主要是库存充足，新到的货无处安放，刻意压低价格限收。今日废电瓶持货商正

常出货，厂商按需补库，总体成交一般，预计明日动力废电瓶价格或稳中有升。 

 

2018-11-08 全国主流地区动力废电池报价(元/吨) 

 最低价 最高价 均价 涨跌 备注 

安徽 9950 10050 10000 平 

不 含

税 送

到价 

河南 9950 10100 10025 +15 

河北 10050 10150 10100 +50 

山西 10000 10040 10020 平 

山东 10000 10100 10050 平 

江苏 10000 10100 10050 平 

湖南 9900 10000 9950 平 

江西 10000 10100 10050 +50 

广东 10050 10150 10100 +50 

重庆 9550 9650 9600 平 

贵州 9960 10000 9980 平 

云南 9850 9950 99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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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铅市场： 

 
数据来源：我的有色网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850-15900 元/吨，均价为 158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00 元/吨，反映成交尚可。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在 16125-16175 元/吨，均价为 16150元/吨。某炼厂今

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6150 元/吨，反映成交一般。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6000-16100 元/吨，均价为 160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6100 元/吨，反映成交一般。 

江苏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6000-16100 元/吨，均价为 160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50 元/吨到厂，反映成交尚可。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950-16050 元/吨，均价为 160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50 元/吨到厂，成交一般。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6025-16075元/吨，均价为 160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75 元/吨到厂，成交一般，2#铅出货意向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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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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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