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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 三月期铅价格走势和库存变化 

 

 

 

SHFE 铅主力合约价格走势和库存变化 

 

 

 

精铅进出口盈亏比值 

 

 

 

 
 
 

3 月份铅价重心下移，内盘弱于外盘。虽铅精矿供应仍然

偏紧，但铅下游消费疲弱，国内外市场铅精均现过剩。当

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同时叠加铅下游消费传统淡季来

临，铅价下行压力加大。预计 4 月份铅价将震荡走低，弱

势运行。 

 

 

铅价外强内弱，重心下移 

3 月份国内外铅市场主要受宏观面和基本面双重影响，铅

价呈现外强内弱，重心下移态势。宏观面：虽美联储如期

加息，但维持对三次加息的预期不变，政策声明整体偏鸽

派，利好外盘金属价格。中国 2017 年 GDP 增长目标设定

在 6.5%左右，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亦纷纷调降，令市场对中

国金属消费前景感到担忧，内盘铅价承压。基本面：铅下

游消费传统淡季来临，蓄电池厂备货减少，交易所库存增

加，压制铅价重心下移。截至 3 月底 LME 三月期铅价格收

于 2340 美元/吨，较上月末上涨 3.7%，3 月份 LME 三月期

铅均价为 2285 美元/吨，环比下跌 1.6%；上期所期铅主力

合约价格收于 17400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5.7%，3 月份

沪铅主力合约均价为 17978 元/吨，环比下跌 5.6%，国内

生资市场均价为 18102 元/吨，环比下跌 4.6%。 

库存外降内升，内盘持续攀升 

3 月份伦敦期货交易所铅库存未出现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截止 3 月 31 日，LME 的库存为 187175 吨，较上月末减少

2575 吨，维持在 19 万吨左右水平。与 LME 市场库存基本

稳定不同，3 月份国内铅市场库存继续上升，主要原因：

铅消费传统淡季来临，整体铅需求量减少，铅现货供应充

裕，导致部分铅锭交仓。截止 3 月 31 日，上海期货交易

所库存为 77218 吨，较上月末增加 5059 吨，较年初增加

48492 吨。 

摘要 
 

摘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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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铅精矿供求平衡（单位：万吨金属量）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月 

产量 534.0 495.3 459.1 33.1 

需求量 500.3 479.9 489.3 34.8 

平衡 33.7 15.4 -30.2 -1.7 

全球精铅市场供求平衡（单位：万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月 

产量 1099.5 1083.6 1109.3 98.0 

需求量 1120 1085.1 1119.3 97.6 

平衡 -20.5 -1.5 -10.0 0.4 
 

中国铅精矿月度进口量 

 

 

中国铅精矿月度产量 

 

 
 

 
全球供需：原料供给存缺口，精铅供应现过剩 

受国际主要大型矿山关闭、计划性减产等因素影响，全

球铅精矿市场处于短缺状态。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

月全球铅精矿需求量为 34.8 万吨，供给短缺 1.7 万吨。

受铅冶炼产能增加以及铅价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刺激，

2017年 1月全球精铅产量小幅增加。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 月份全球精铅产量为 98.0 万吨，同比增加 3.9%。

主要受中国和欧洲地区铅消费疲弱拖累，2017 年 1 月全

球精铅消费量微幅减少。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 月份

全球精铅消费量为 97.6 万吨，同比减少 0.1%。2017 年

1 月份全球精铅市场处于少量过剩状态。据安泰科测算，

2017 年 1 月份全球铅市场供应过剩 0.4 万吨。 

中国铅精矿进口量同比减少 

2017 年 1-2 月份我国铅精矿进口量同比减少。据海关统

计数据，1-2 月份我国累计进口铅精矿 21.3 万吨（以进

口铅精矿品位为 50%计算为 10.6 万吨金属量），同比下

降 5.6%。铅精矿进口量减少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国

际市场精矿供应紧张，可以进口的铅精矿减少。二、正

因为国际市场精矿供应紧张，进口加工费持续维持低位，

不利于铅精矿进口。 

中国国产铅精矿产量小幅增长 

根据安泰科最新统计，2017年 1-2 月，我国累计生产铅

精矿 22.2 万吨，同比增加 0.1%。从年初生产情况来看，

2017 年 1-2 月份铅价较去年同期高 5000 元/吨以上，同

时铅精矿加工费较去年同期低 1000 元/吨左右，每金属

吨铅精矿价格较去年同期高 6000 元/吨以上，矿山获益

明显增加，生产积极性高涨，利好铅精矿生产。虽然铅

精矿产量出现同比增长，但是增长幅度低于市场预期。

内蒙古地区为我国最大的铅锌精矿生产基地，在价格利

好的大背景下，该地区矿企 1-2 月份铅锌原矿处理量提

升，锌精矿获得 8.6%的增长，但受原矿铅品位下降影响，

铅精矿产量 4.5 万吨，同比下降 4.4%，拖累全国铅精矿

产量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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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铅精矿加工费走势 

 

中国精铅月度产量 

 

中国铅酸蓄电池月度产量 

 

中国汽车月度产量 

 
 

 
铅精矿加工费保持平稳 

据安泰科调研，2017 年 3 月国内市场铅精矿主流加工费位

于 1600-1800 元/吨之间，较 2 月下跌 50 元/吨。进口铅

精矿主流加工费在 30-50 美元/吨之间，较上月持平。3

月份加工费基本保持平稳主要因为：全国性环保检查再

临，其中涉及主要原生铅生产省份河南、湖南等，上述省

份部分大型原生铅厂限产，铅精矿供应紧张态势缓解，铅

精矿加工费保持平稳。进口铅精矿主流加工费方面，虽然

当前进口铅精矿获益收窄，但是受制于港口铅精矿库存较

少，原生铅厂采购困难，进口铅精矿加工费难以上调。 

中国精铅产量现增长 

2017年 1-2月我国精铅产量为 83.7万吨，同比增长 7.4%。

其中原生铅产量为 55.2 万吨，同比增长 8.4%；再生铅产

量为 28.4 万吨，同比增长 5.3%。原生铅方面：去年同期

是近几年来铅市场最为低迷的一段时期，铅价大跌，消费

回落，部分原生铅冶炼厂经营受到影响，行业整体开工率

较低。据安泰科调研，今年年初以来原生铅冶炼厂开工率

维持在正常水平，原生铅产量高于去年同期。再生铅方面，

去年同期铅市低迷，而废旧铅酸蓄电池价格易涨难跌，再

生铅利润大幅收窄并现亏损，再生铅产量处于低位。今年

以来铅价整体处于高位，同时受环保趋严影响，非法再生

铅厂大量关停，合规企业废旧铅酸蓄电池库存大幅增加且

价格优惠，再生铅产量高于去年同期。 

中国铅初级消费呈现负增长 

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2 月我国铅酸蓄电池产量为

2733.7 万千伏安时，同比大幅减少 14.1%。据安泰科调研，

虽 1-2 月份铅酸蓄电池价格有所下调，但铅价高于去年同

期接近 40%，导电纸等其它电池配件价格快速上涨，电池

价格仍处于高位，电池销售量受到抑制，微薄的利润使蓄

电池企业生产意愿降低。1-2 月份下游销售总体较为困难。 

中国铅终端消费表现分化，部分消费亮点转暗 

汽车领域对精铅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2017 年 1-2 月汽车

产销均呈增长，增幅比上年同期有所提升。1-2 月，汽车

产销 452.9 万辆和 445.9 万辆，同比增长 11.1%和 8.8%。

其中乘用车产销 391.9 万辆和 385.1 万辆，同比增长 9.9%

和 6.3%；商用车产销 61.0 万辆和 60.8 万辆，同比增长

19.4%和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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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基站月度产量 

 

中国铅酸蓄电池月度出口量 

 

中国铅酸蓄电池进出口情况（单位：万只） 

 出口量 进口量 

 
2017 年

1-2 月 
同比（%） 

2017 年

1-2 月 
同比（%） 

内燃机

引擎用 
295.9 -16.1 45.3 19.6 

其他领

域用 
2351.8 -21.9 97.1 42.4 

 

 

 
通讯领域对精铅的需求由亮转暗，大幅下降。2016 年我

国生产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34083.6 万信道，同比增长

11.1%。进入 2017 年各大电信运营商新建新基站明显放

缓，1-2 月我国累计生产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4316.5 万信

道，同比大幅减少 28.6%。 

电动自行车领域对精铅的需求表现疲软，明显弱于去年

表现。2016 年受国内大中城市外卖行业的超快速发展刺

激，电动自行车产量自 2014 年连续 2 年负增长后再次转

为正增长，全年电动自行车的产量增速为 4%左右，明显

好于产量负增长的市场预期。进入 2017 年一、二线城市

外卖行业已基本布局完成，新增电动自行车需求明显减

弱，电动自行车行业失去最大增长动力。同时自 2016

年年底以来，国内共享单车行业快速发展，新的出行方

式给予人们新的出行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减少，影响

年初以来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和电池更换需求。当前过高

的动力型铅酸蓄电池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电动自行

车这一相对廉价的交通工具的吸引力。安泰科估算，2017

年 1-2 月电动自行车领域的铅消费同比下降接近 10%。 

摩托车领域对精铅的需求颓势延续。2017 年 1-2 月摩托

车行业累计产销 238.1 万辆和 243.2 万辆，同比小幅下

降。1-2 月全行业累计产销 238.1 万辆和 243.2 万辆，

同比下降 2.01%和 2.4%。其中，二轮摩托车产销 207.4

万辆和 213.6 万辆，同比下降 4.5%和 4.6%；三轮摩托车

产销 30.8 万辆和 29.6 万辆，同比增长 19.0%和 17.3%。

摩托车行业用铅量占比仅为 3.3%，对铅消费总量影响有

限。 

铅酸蓄电池出口回落，据海关统计，2017 年 1-2 月份我

国出口内燃机引擎用铅酸蓄电池 295.9 万只，同比减少

16.1%。其他领域用铅酸蓄电池出口量为 2351.8 万只，

同比减少 21.9%。我国铅酸电池主要出口印度、美国、

孟加拉等国，占出口总量的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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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铅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01-02 

铅精矿 

产量 271.2 233.5 223.0 232.0 22.2 

净进口 90.6 94.9 70.5 80.0 10.6 

需求量 330.5 321.0 310.5 316.0 58.1 

平衡 31.3 7.4 -17.0 -4.0 -25.3 

精铅 

产量 474.0 470.0 465.0 480.0 83.7 

净进口 -3.3 -6.0 -1.1 2.0 1.1 

消费量 496.0 470.2 475.0 470.0 67.1 

平衡 -25.3 -6.2 -11.1 12.0 17.7 
 

 

 
 

  

订单下降，环保限产并未影响企业经营 

3 月份环保检查再临，其中中国铅产量第一、第二的河

南、湖南两省为重点检查省份。据安泰科调研，河南地

区铅冶炼厂普遍限产一周，产能仅开一半左右。由于今

年以来铅主要消费领域多数疲弱，冶炼厂订单低于同期，

短期限产并未给铅冶炼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带来明显影

响。 

 

限产干扰，多空争斗 

受环保检查，预期减产的干扰，3 月份虽铅消费疲弱但

铅市场并未呈现明显的流出状态。目前铅主要消费领域

大多低迷，市场看空情绪升温，预计 4 月份空头氛围将

占上风。 

 

4 月份铅价将弱势运行 

宏观面：当前商品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利空基本金属价

格。基本面：精铅供应增加，下游消费疲弱，交易所库

存大增，现货铅市场出现过剩，铅价承压。同时叠加铅

下游消费传统淡季来临，蓄电池厂备货减少，进一步压

制铅价。安泰科预计 4 月份铅价将震荡走低，弱势运行。

伦铅主要运行区间为 2100-2350 美元/吨，沪铅主力合约

主要运行区间为 15800-17700 元/吨，现货市场价格在

16500 元/吨左右。 

对铅锌矿山 

时产时销，减少铅精矿库存。若精矿银含量有限，可考

虑提前销售。 

对铅冶炼厂 

铅价下行压力加大，提高原料套保比例。 

对消费企业 

按需采购，减少铅锭库存。若铅价快速下跌，现货转升

水，可以考虑仓单拿货。 

企业 
 

摘要 

策略 
 

摘要 

金融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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