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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11 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30.8%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1 月全国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较上月有所增长，以单

边计算，当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3.91 亿手，成交额为 27.31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11%

和 30.80%，环比分别增长 36.09%和 29.33%。1-11 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5.76 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 262.7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1%和 36.67%。

11 月重卡销 9.4 万辆超金九银十，同比增长逾 5%

2019 年 11 月，我国重卡市场预计销售各类车型约 9.4 万辆，环比今年 10 月的 9.13 万辆

上涨 3%，比上年同期的 8.93 万辆增长 5.3%。这是重卡市场自今年 7月以来的第五个月连续增

长。（第一商用车网）。

工信部：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工信部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到，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分类交通管理及金融、保险等支持措

施。破除地方保护,建立统一开放公平市场体系。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服务、共享出行等领

域车辆运营支持力度,给予新能源汽车通行、使用等优惠政策。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开于 15120 元/吨，盘初沪铅 15110 元/吨位置窄幅震荡，午后小幅走

弱，报收于 15050 元/吨，跌 285 元/吨，跌幅为 1.86%，持仓量增加 3784 手至 79342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大阴线，处于布林轨下轨，市场空头气氛浓重，夜间考验 15000 元/吨

的支撑性。

基本面：原生冶炼厂惜售报价寥寥，现货市场贸易商随行报价，散单价格基本维稳。今日

再生利润在 559-606 元/吨，沪铅跌幅较大，再生现货报价跟跌，出厂成交在 12-135~12+65

之间。下游日内逢低询价热情尚可，但实际成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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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2:15325 元/吨

现货市场价格（元/吨）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南方 1# 15345 12+20

河南 豫光 1# 15375 12+50

广东 驰宏 1# 15400 12+75

上海市场，南方 12+20~12+50。今日期铅价格再次破位下跌，贸易商报价较少，维持小升

水报价，下游需求有限，维持按需逢低采购，日内整体成交表现一般。江浙市场，市场仓单报

价无报价，下游需求有限，市场成交一般未有好转。再生市场，今日沪铅现货持续走低，再生

铅企业挺价意愿较强，部分企业出货意愿不强，下游采购情绪仍偏向于原生铅，今日再生铅出

厂对均价贴水 200 到升水 50，整体市场成交一般。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15320 元/吨；驰宏送到 15400 元/吨；南储南方 15410 元/吨；云沙

送到 15390 元/吨。铅价下跌，冶炼厂维持长单出货，成交维稳，贸易商报价积极性较好，多

以升水报价，下游逢低采购原生铅，整体交投尚可。

湖南市场，炼厂遇跌惜售，日内维持长单出货，贸易商散单无报价，反映下游接货需求寥

寥，日内成交有限。河南市场，炼厂惜售散单无报价，贸易商货源报 15375 元/吨，下游遇跌

接货偏谨慎，日内成交一般。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9212 —

LME 67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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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3900-13950 元/吨；均价为 139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3950 元/吨，反映

市场货源一般。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3950-14000 元/吨，均价为 139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00 元/吨出厂，含税 15400 元/吨；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3950 元/吨，原料供应不紧张。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3900-14000 元/吨，均价为 139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00 元/吨出厂，带票 1535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3950 元/吨，反映下游询价积极性较昨日稍弱，出货略有不畅；市场还原铅供应尚可。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050-14150 元/吨，均价为 141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50-14500 元/吨出厂，带票 155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410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3950-14000 元/吨，均价为 139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3950 元/吨，铅价

波动剧烈，加重下游观望情绪，出货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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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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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 -50 7600 -50 7800 平

河南 8250 -75 7600-7700 -75 7600-7700 -75

河北 8300-8350 -100 7650-7750 -50 7650-7750 -50

山西 8350 -50 7550-7600 -75 7550-7600 -75

江苏 8300 -200 7800 -100 7800 -100

山东 8300 -50 7500 -50 7500 -50

江西 8250-8350 -50 7700 -50 7700 -50

湖南 8380 -100 7880 -100 7880 -100

湖北 8350-8400 -50 7820 -25 7820 -25

贵州 8450-8500 -50 7850-7900 -75 7850-7900 -75

宁夏 8200-8300 -75 7600 -50 7600 -50

广西 8470 -50 7870 -50 7870 -50

广东 8250-8300 -75 7700 -50 7700 -50

云南 8300 -50 7400-7500 -50 7400-7500 -50

内蒙 8300-8450 -50 7550-7800 -50 7550-7800 -50

新疆 8100 -50 7200 -50 7200 -50

日内沪铅主力持续大幅下挫，再生铅原材料废电瓶的回收价普遍跟跌，跌幅在 50-200 元/

吨不等，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340 元/吨，去水大白 7710 元/吨，去水黑壳 7730 元/吨。据

Mymetal 调研，今日河南地区废电动回收价报市场新低 8250 元/吨到厂，企业收货情况不佳，

山西与河北地区的部分炼企回收价跌幅不大，但是收货也有转差，到货量减少；安徽地区价格

未调，反映到货尚可，但也将在后日执行最新的下调后价格；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南部

地区报价仍处高位，企业反映到货情况不理想，部分企业反映到货勉强满足生产；近期电瓶回

收价成为关注热点，在铅价持续探底的情况下，废电瓶回收价短期也难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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