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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金龙汽车公布 9 月客车产销数据

10 月 10 日金龙汽车发布 2019 年 9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客车生产量 4247 辆，同比下降

11.52%；客车销售量 4958 辆，同比下降 9.14%。1-9 月，客车累计生产量 40251 辆，同比下降

11.70%；客车累计销售量 40205 辆，同比下降 8.59%。

南都电源与 EDF Renewables 签署中国电池储能项目合作协议

世界领先的电池制造商和全球储能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宣布，公司已与法国电力新能源中国公司 EDF Renewables China 签署了在中国开展电池储能

项目交易的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始于 EDF Renewables China 收购南都电源自 2018 年 9 月以来

拥有并运营的电池储能项目。这个 1.5MW/12MWh 分布式储能项目位于中国江苏省镇江。

瑞士电池商 Leclanché成为庞巴迪电池供应商

据外媒报道称，庞巴迪选择瑞士电池制造商 Leclanché作为其全球铁路运输电池系统的

首选供应商，该协议在未来五年内的潜在业务量将超过 1亿欧元。根据协议，Leclanché将为

庞巴迪的大约十个不同的铁路项目提供锂电池系统，这些模块将使用 Leclanché的模块和包

装技术覆盖其广泛的列车产品系列。Leclanché预测到 2025 年铁路车辆电池容量的需求将增

长 400％。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主力合约开于 16915 元/吨，全天围绕日均线盘整，最终收于 16950

元/吨，跌 85 元/吨，跌幅 0.50%，持仓量减 1720 手至 50970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厂下影小阳线，暂处于 10 日均线上方，布林轨下轨位置，预计短期沪

铅窄幅震荡为主。

基本面：冶炼厂贴水维稳，部分地区厂提报价贴水扩大，现货市场贸易库存偏低，报价随

行就市；再生市场，今日再生利润为 659-713 元/吨，受安徽太和地区再生企业停产影响，市

场还原铅供应有所增加，再生供应稳中有升，节后贴水不断扩大，但蓄电池企业接货积极性有

限；下游节后遇跌采购情绪不高，逢低补库为主，成交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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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0:1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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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40 10+10

江浙 铜冠 1# 16930 10+0

广东 南方 1# 16980 10+50

上海市场，驰宏 11-30~11+0；沐沦 11+0；南方 11-40。期铅偏弱震荡，随着 1910 合约交

割临近，市场转为对主力合约报价，贸易商货源有限，遇跌报价积极性下降，普通国产报在

11-40~11+0，下游逢低接货意愿一般，日内成交多在贸易商之间，交投氛围一般；江浙地区仓

单报 10+0~10+10/11-30，下游低位采购，成交不多；再生市场，安徽地区再生精铅报价不带

票 15500 元/吨，带票 16600-16650 元/吨，今日再生利润为 659-713 元/吨，受安徽太和地区

再生企业停产影响，市场还原铅供应有所增加，再生供应稳中有升，节后贴水不断扩大，但蓄

电池企业接货积极性有限，部分地区再生贴水虽扩大至 300 元/吨，整体成交仍欠佳；进口市

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16980 元/吨；南储蒙自 16920 元/吨；南储驰宏 11-50~11+20；云沙

送到佛山 16980 元/吨。广东地区炼厂长单出货，散单报价少，现货市场报价少，接货者较多，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1727 —101

LME 689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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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提成交较好。

湖南市场，冶炼厂散单暂无报价，贸易商货源积极出货，有水口山报价 16820 元/吨，下

游较为青睐低价货源，成交尚可；河南市场，部分厂提报价 16900~16925 元/吨，炼厂长单出

货，反映铅价下行，市场询价意愿不高，采购情绪下降，仅部分维持刚需，整体交投偏弱。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000-15050 元/吨；均价为 150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4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000 元/吨，某企

反映下游接货积极性不高，出货略有不畅。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050-15150 元/吨，均价为 151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 元/吨出厂，带票 16650-167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510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000-15100 元/吨，均价为 150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500 元/吨出厂，带票 16600-1665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505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000-15100 元/吨，均价为 15050 元/吨。某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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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4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050 元/吨。

广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050-15150 元/吨，均价为 151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 元/吨出厂，带票 1662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100 元/吨。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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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0 平 8200-8250 平 8400-8450 平

河南 8800-8880 -10 7900-8050 平 7900-8050 平

河北 8800-9050 平 8050-8250 平 8050-8250 平

山西 9020 平 8100-8200 平 8100-8200 平

江苏 9100 平 8350 平 8350 平

山东 9000 平 8200 平 8200 平

江西 8850-9000 -25 8150-8200 平 8150-8200 平

湖北 8880-8950 +35 8200 平 8200 平

湖南 9100 -50 8300 -50 8300 -50

贵州 9100-9150 -35 8250-8300 -25 8250-8300 -25

宁夏 8700-8900 平 7900-8300 平 7900-8300 平

重庆 8900-8950 平 8050-8100 -50 8050-8100 -50

广西 9000 平 8250 平 8250 平

广东 8850-9000 -25 8100-8150 -25 8100-8150 -25

云南 8980 平 8030-8130 平 8030-8130 平

内蒙 9100-9200 平 8200-8300 平 8250-8400 平

新疆 8400 平 7650 平 765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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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沪铅主力弱势调整，再生铅原材料废电瓶价格微调，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970 元/

吨，去水大白 8185 元/吨，去水黑壳 8200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南方回收炼企价格

呈现 25-50 元/吨不等的下调，反映昨日订货都尚可，并有炼企反映电信电池略微缺货；近期

湖北有新炼企投产，日前收货价格高于同地区炼企，反馈成交很好，正在逐步降价限收；其余

各地区价格几无变动，目前精铅出货不理想，再生利润受到压缩，关注近期下游拿货情况，预

计明日废电瓶价格变动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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