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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中金岭南：上半年净利 4.71 亿元 同比下降 22%

中金岭南披露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92.73 亿元，同比下降 18.55%；净利润

4.71 亿元，同比下降 22.43%；每股收益 0.13 元。报告期内，面对铅锌价格大幅回落，铝型材

及电池锌粉市场订单下滑，生产成本刚性上升，公司保持了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

 盛屯矿业：2019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净利润 6404 万 同比下降 83.9%

8 月 28 日，盛屯矿业披露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

司总资产为 172.19 亿元，同比增长 5.48%；公司归母净资产为 87.88 亿元，同比增长

10.01%。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10 亿元，同比下降 4.66%；实现归母净利润 6404

万，同比下降 83.9%；每股收益为 0.03 元。

华钰矿业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3905.59 万元 同比下降 66.7％

华钰矿业 8月 27 日晚间发布 2019 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34 亿元，

同比下降 59.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5.59 万元，同比下降 66.7%。上半年

公司受行业价格因素影响，业绩有所下滑，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产品为铅锑精矿(含银)、锌精

矿，2019 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价格波动，其中铅、锑、锌金属价格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下降。华钰矿业表示，公司国内控制铅、锌、铜、锑、金、银资源储量已达 300 多万金属吨，

已形成超过 70 万吨/年的采矿能力和 2800 吨/天的选矿能力。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0 开于 17265 元/吨，盘初沪铅偏弱震荡，探低至 17205 元/吨，

午后沪铅多头加仓，沪铅低位上行，报收于 17330 元/吨，涨 5元/吨，涨幅为 0.03%，持仓量

减 6568 手至 68488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上影小阴线，下方支撑较强，短期沪铅或偏强震荡为主。

基本面：冶炼厂长单供应，散单出货寥寥，现货市场流通一般，持货商遇跌国产升水暂稳；

再生市场，部分企业遇跌报价小幅上调，整体市场需求有限；进口目前仍无报价；下游逢低接

货，仅维持刚需，市场成交依旧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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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09:17205 元/吨

现货市场价格（元/吨）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7300 10+50

河南 金利 1# 17225 10-25

广东 南储南方 1# 17155 9-50

上海市场，驰宏 9+20/10+50，沐沦 10-20，长兴/无锡（豫光/金利/万洋）9+10，期铅小

幅下行，冶炼厂散单报价热情不高，现货市场持货商遇跌报价情绪一般，国产报价基本维稳，

早间国产报 9+20，市场采购情绪一般，早间成交普遍在贸易商之间，下游蓄企因前期库存尚

有，日内采购意愿平平，江浙地区仓单报价小幅上调，整体在 9+10 左右，下游逢低接货，按

需接货为主，成交偏淡；再生市场，今日安徽市场再生不带票报 15650~15700 元/吨，带票报

17050-17100 元/吨，现货微幅下跌，再生企业部分地区价格小幅上调，下游日内仅按需接货，

成交稍差；进口市场，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9-50，金贵 9-80，送到驰宏 9+45，南华厂提无报价；广东地区持货

商遇跌报价积极性下降，部分为求成交主动降价出售，南方、金贵仓单报 9-80~9-50，下游逢

低询价接货，成交尚可。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26059 —

LME 782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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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场，炼厂散单基本不报价，下游长单接货，散单市场交投氛围偏弱；河南市场，今

日金利厂提 9+20，其他炼厂长单出货，下游逢低接货，长单接货较多，整体散单成交不多。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00-15600 元/吨，均价为 15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50 元/吨。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50-15650 元/吨，均价为 156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6000 元/吨出厂，带票 171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

价在 15600 元/吨。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50-15650 元/吨，均价为 156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50-15650 元/吨，均价为 156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50-16000 元/吨出厂，带票 171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

含税报价 15600 元/吨。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600-15700 元/吨，均价为 156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50-16000 元/吨出厂，带票 17050-171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

不含税报价 1565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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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500-15600 元/吨，均价为 15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55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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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 平 8200 平 8400 平

河南 9000-9050 +25 8100-8250 平 8100-8250 平

河北 9050-9250 平 8250-8450 平 8250-8450 平

山西 9050-9080 +40 8200-8250 平 8200-8250 平

江苏 9100 平 8350 平 8350 平

山东 910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江西 8950-9000 +25 8150-8200 平 8150-8200 平

湖北 8950 平 8300 平 8300 平

湖南 9150 平 8300 平 8300 平

贵州 9150 -25 8100-8250 平 8100-8250 平

宁夏 8700-8900 平 8000-8300 平 8000-8300 平

重庆 9000-905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广西 9070 +70 8300 +20 8300 +20

广东 8950-9050 平 8200-8250 平 8200-8250 平

云南 9100 平 8100-8300 平 8100-8300 平

内蒙 9150-9250 平 8300-8450 平 8200-8450 平

新疆 8400 平 7550 平 755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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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沪铅稍微回调，再生铅市场废料价格变化不大，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9035 元/吨，去水

大白 8240 元/吨，去水黑壳 825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废电瓶贸易商想提价出货，

各地区成交跟回收价格呈现较大相关性；另有山西地区已经复产收货，且产量有所提升，收货

量也有所增加；目前市场货源宽松，但实际成交差别较大，预计明日废电瓶价格变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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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仅供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我的有色网”客户使用，我的有色网
铅研究团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研究报告由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制作，是基于研究团队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
息撰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
的。同时，本团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团队可发出与本
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在任何
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
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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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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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适合
所有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本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所有，未获得我的有色网铅研究团队事先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出版作任何用途，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
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