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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南昌市推出促进消费若干措施

措施提出：对疫情期间在南昌市购买新车（含乘用车和商用车），按 1000 元/辆标准给予补贴。推

动商家让利促销，对于 2020 年度销售额度超过全市平均增速的企业，每 1000 万元销售额奖励 1 万元。

 乘联会公布三月第三周乘用车零售情况

3 月 16-22 日的乘用车市场零售回升相对平稳，周内日军零售 2.58 万辆，同比增速下降 40%，第

三周销售总量恢复较快，今年 2 月最后一周零售同比下降 61%，3 月第一周同比下降 50%，第二周夏

季那个 44%。

期货市场评述：
行业概述：今日沪铅 2005 合约开于 13325 元/吨，盘初沪铅上行后多头止盈回调，后沪铅底部偏强震

荡，尾盘小幅拉升，报收于 13550 元/吨，涨 125 元/吨，涨幅为 0.93%，持仓量增加 325 手至 24702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小阳线，暂处于 10 日均线下方，短期或围绕 5、10 日区间震荡为主。

基本面：原生冶炼厂散单报价暂稳，但出货有限；现货市场遇涨升水下调，贸易商货源交投较好。再生

市场，再生精铅原料端供应无明显改善，现货价格暂稳，日内带票价格成交一般。下游接货积极，日内逢低

接货，成交尚可。

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4781 -961

LME 7115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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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3615 元/吨

表一：现货市场价格（元/吨）

（注：升贴水基准为当日上期所沪铅 2004 合约 10:15 最新价格）

上海市场，南方 4+230；沐沦 4+300；驰宏 4+120~4+150。今日铅价整体上行，贸易商升水挺

价较昨日有所缓和，下游按需接货，日内市场成交一般。江浙市场贸易商报价鲜少报价，反映下游蓄

企维持刚需采购，散单成交一般。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无报价，南储驰宏 4+100~4+220。原生市场流通货源偏紧，今日市场报价

有所减少，贸易商散单报价有所下调，但下游市场维持刚需采购，电解铅成交转好，原生散单市场成

交一般。

其他市场，炼厂散单暂无报价，反映下游需求不佳，日内散单成交较少。河南市场，金利厂提 13800

元/吨，贸易行货源 13800 元/吨。冶炼厂维持长单出货，出货积极性不高，贸易商维持昨日价格，整

体散单成交表现一般。

还原铅市场：

图一：中国还原铅价格走势图

地区 品牌 牌号 价格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3765 4+150

江西 江铜 1# 13750 4+135

广东 驰宏 1# 13835 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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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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12600 元/吨；均价为 12550 元/吨。某炼厂今日

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9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2550 元/吨。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2500-12600 元/吨，均价为 12550 元/吨。某炼厂今日

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900-129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2550 元/吨。近期行

情波动价较大，部分企业控制风险今日暂停收货。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2500-12600 元/吨，均价为 12550 元/吨。某炼厂今日

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950-130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2550 元/吨。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2500-12600 元/吨，均价为 12550 元/吨。某炼厂今日

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2550 元/吨。

四川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2450-12550 元/吨，均价为 12500 元/吨。某炼厂今日

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2500 元/吨。反映还原铅供应

略有好转。

其他地区：贵州地区某炼厂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750-12800 元/吨出厂；湖北地区某炼厂今

日再生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2750 元/吨。

废电瓶市场：

表二：2020-3-25 各地废电瓶价格行情（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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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电动 大白（去水） 黑皮（原水） 摩托 电信

安徽 7150 6500 6750（去水） 6100 6300

河南 7200-7400 6400-6800 5650 5250-5500 6250-6400

河北 7350 / / / /

江苏 7500 6900 / 5800 6850

山东 7500 6750 / 5650 6350

江西 7150-7400 6500-6800 5700-5800 5500-6100 5970-6300

湖北 7500 6950 6050 5950 6700

湖南 7450 6950 6950（去水） 5650 6600

广东 7350-7400 6600-6650 5550 5750-6050 6200

贵州 7400 6800-6950 5800-600 5500-6300 6500

广西 停 收

重庆 7050 6400 5100 5450 6150

内蒙 7300 7100 6800（去水） 5800 /

（注：“/”代表无价格）

日内现货铅价维稳，绝大多数炼企的废电瓶采购价无调动，部分地区涨跌不一，今日废电动均价

7350 元/吨，去水大白 6725 元/吨，去水黑壳 6750 元/吨。据 Mymetal 调研：

安徽地区：今日某企执行之前最新，所有类型电瓶采购价下调 200 元/吨，企业反馈库存充足，暂

停收货；

河南地区：除某企价格暂稳外，其他企业采购价多数上调，废电动均价维持在 7350-7400 元/吨，

企业均反映采购情况一般；

河北地区：某企今日价格上调 50 元/吨，废电动报 7350 元/吨，企业反映当前货源不多，贸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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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货积极性较差；

江苏地区：某企今日所有类型的废旧电瓶采购价上调 100 元/吨，企业调价后的回收价在国内处于

高位，但相对于其余现金结算企业，优势不明显；

江西地区：某企今日回收上调 100 元/吨，企业反映近期到货量比较理想，另有两家企业价格暂稳，

反馈库存充足，收货意愿不强；

山西某企：今日开始对外报价收货，企业当前废电动报 7450 元/吨，电轿 6800 元/吨，价格相对

有优势，成交尚可。

其余各地企业价格暂未调整，山东和湖北地区的企业反映昨日到货量不错，废电瓶贸易商反映市

场流通量尚未恢复，供应量尚未释放。整体来看，市场成交正在好转，计明日废电瓶价格或偏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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