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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统计局：6 月，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2.7%

6 月，C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2.7%；PPI 环比下降 0.3%，同比持平。鲜果价格同比

上涨 42.7%，涨幅比上月扩大 16.0 个百分点，除气候等因素影响外，去年同期价格较低也是

涨幅扩大原因之一。

中汽协：6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9.5 万辆和 205.6 万辆

6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9.5 万辆和 205.6 万辆，环比增长 2.5%和 7.5%，同比下

降 17.3%和 9.6%，产销已连续 12 个月呈现同比下降。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4 万辆和

15.2 万辆，同比增长 56.3%和 80.0%。

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正式进驻上海

生态环境部 7月 11 日消息，近日，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正式进驻上海，成为继中国

五矿之后，本轮督察第二个进驻对象。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开于 16095 元/吨，盘初沪铅站上均线上方震荡，后围绕均线上下方

窄幅震荡，报收于 16105 元/吨，涨 220 元/吨，涨幅为 1.38%，持仓量减少 3042 手至 45426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小阳线，技术面偏强，基本面改善不大，谨慎高位回落。

基本面：期铅相对高位震荡，冶炼厂散单出货意愿有所上升，现货市场临近交割，国产升

水暂稳；再生市场，还原铅供应紧张局面暂无改善，企业散单成交一般；进口目前仍无报价；

下游维持刚需，市场成交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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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7:16050
1908:16115

现货市场价格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6135~16175 8+20~60

上海 南方 1# 16125 8+10

广东 南华 1# 16100 7+50

上海市场，驰宏 8+20～60，上海南方 8+10，长兴 7+10，无锡 8+0。期铅上行全天维持震

荡格局，现货市场 1907 合约临近交割，持货商国产报价跟涨有限，升水基本持平，普通国产

现货价格在 8+10～60 之间，江浙地区仓单市场报价不一，市场反应下游遇涨观望，入市询价

寥寥，部分刚需转向再生铅，散单市场成交乏力；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地区再生不含税报价

14900～15000 元/吨，含税报 15950～16000 元/吨，现货大涨，还原铅供应紧张局面暂无改善，

再生市场散单成交一般；进口市场，进口亏损，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7+50，炼厂散单随行报价，长单出货为主；现货市场持货商报价积

极性尚可，下游刚需补库，在 7+50 处有所成交。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8,282 +5136

LME 65,350 +1800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

2019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四 第 101 期

上海钢联铅研究小组：王添天 陈标标 胡园园 谢芳 王志强

湖南市场，今日宇腾散单报 7-50，反应下游逢低按需接货为主；河南市场，金利万洋厂

提报价 7+0，其他冶炼厂散单报价不多，持货商货源报价积极性一般，下游午后观望情绪上升，

成交清淡。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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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50 元/吨。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550-14650 元/吨，均价为 146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14950 元/吨出厂，带票贴 10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在 14600 元/吨。

山东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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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0-148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50 元/

吨。

河南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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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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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带票贴 100；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450

元/吨，原料供应紧张，不好采购。

安徽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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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450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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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平 8050 平 8250 平

河南 8900 +50 8100-8150 +35 8150 +40

河北 8900-9100 +75 8150 +25 8150 +25

江苏 9200 平 8350 平 8350 平

山东 8900 平 8000 平 8000 平

江西 8800-9000 平 8150 平 8150 平

湖北 890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湖南 9050 平 8150 平 8150 平

贵州 9050 平 8050-8150 平 8050-8150 平

宁夏 8800 平 8100 平 8100 平

重庆 8750 平 8150 平 8150 平

广西 8900 平 8100 平 8100 平

广东 9000 +50 8150 +50 8150 +50

宏观面利好，有色金属整体上行，再生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行乏力，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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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8950 元/吨，去水大白 8144 元/吨，去水黑壳 8162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多数地

区价格未动，其中河南新增炼企检修停收，市场货源增多，本地及周边地区收货转好；其余各

地区收货情况正常，但市场交投氛围明显活跃，但回收价格未随铅价上调部分废电瓶回收商有

惜售看涨情绪。再生铅利润逐渐释放，若铅价持续回暖，废电瓶价格也将随之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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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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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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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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