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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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铅价走势偏弱，震荡走低。受多种因素制约，国内

及国际铅下游市场消费不振。沪伦两市铅库存明显增加。

国际铅精矿供应仍然略显短缺。虽然目前市场不确定因素

仍然存在，但下游消费跌幅收窄，现货市场短缺明显。预

计 6 月份铅价将企稳运行，小幅上涨。 

 

 

铅价走势偏弱，震荡走低 

5 月份国内外铅市场主要受制于多方压力表现差强人意，

铅价呈现偏弱格局，震荡走低的态势。基本面：铅下游消

费进入传统淡季，蓄电池厂备货减少，铅需求量减少，现

货铅供应过剩，压制铅价重心下移。当月伦铅继续呈回落

态势，从月初开始，铅价就一路承压回落,至 5 月 31 日，

LME三月期铅价格收于 2120美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5.7%，

5月份 LME三月期铅均价为 2135美元/吨，环比下跌 4.3%，

同比上涨 24.5%。当月，沪期铅主力合约高开低走，从月

初高点 16485 元/吨开始，一路震荡回落，至 19 日盘中，

最低一度下探至 15385 元/吨。不过随后沪铅的表现就有

略为强于外盘，其呈现持续回升态势。至 31 日上期所期

铅主力合约收盘于 15835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3.2%，5

月份沪铅主力合约均价为 15937 元/吨，环比下跌 2.3%，

同比上涨 24%。国内生资市场均价为 15252 元/吨，环比下

跌 8%。 

内外库存上升，内盘升幅明显 

5 月份内外两盘铅库存均有增加，其中伦铅库存由 16.9

万吨上升至月末的 18.1 万吨，净增 1.2 万吨，增幅约 7%。

主要原因：虽目前全球精铅需求不旺，导致外盘交易所库

存上升。与 LME 市场相比，上期所库存增加明显，由月初

的 7.5 万吨增加至 8.3 万吨，净增 7742 吨，升幅超 10%。

主要原因：虽铅下游需求乏力，铅冶炼厂库存高企，企业

交仓意愿增强，内盘交易所库存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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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产量 534.0 495.3 459.1 105.3 

需求量 500.3 479.9 489.3 120.2 

平衡 33.7 15.4 -30.2 -14.9 

全球精铅市场供求平衡（单位：万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3 月 

产量 1099.5 1083.6 1109.3 294.0 

需求量 1120 1085.1 1119.3 298.4 

平衡 -20.5 -1.5 -10.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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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铅供应略显紧缺 

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统计数据，经安泰科修正，2017 年

1-3 月全球铅精矿产量为 105.3 万吨，同比小幅增长

1.3%。需求量为 120.2 万吨，短缺 14.9 万吨。据安泰科

测算，2017 年 1-3 月份全球精铅产量为 294.0 万吨，同

比增加 14.0%，需求量为 298.4 万吨，缺口为 4.4 万吨。 

中国铅精矿进口量同比减少 

据海关统计数据，2017 年 4 月我国铅精矿进口量为 9.75

万吨（以进口铅精矿品位为 50%计算为 4.88 万吨金属

量），本月同比上涨 4.7%；1-4 月我国铅精矿累计进口量

为 42.17 万吨，同比下降 1.7%。铅精矿进口量减少主要

受三方面影响：一、虽然市场预计 2017 年国外部分铅锌

矿山产量将有所增加，但是具体产量释放仍需要一定时

间。二、部分铅精矿增产国特别是印度，受其本身原生

铅冶炼产能影响，增产铅精矿国内消费，难以出口。三、

国际市场铅精矿供应紧张，进口加工费较低，进出口比

值大多数时间处于不利于进口状态。预计在 2017 年全球

的铅精矿会增长 4.3%，中国增长约 5.1%左右。主要增

长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哈萨克斯坦和希腊等国家，另

外还有些国家也在开始陆续开采本国铅锌资源，如古巴。

据报道，古巴的 Castellanos 铅锌矿即将投产。由 Empresa 

Mixta Minera del Caribe 开发，将在 7 月份竣工投产。到

目前为止，项目投资超过 2 亿美元。该项目预计年产铅

锌精矿超过 22 万吨。预计 10 月份首次实现出口，2018

年一季度达产。加勒比矿业公司是古巴国家矿业公司

（Geominera）与欧洲以及安哥拉的合资企业。在古巴的

矿 业 公 司 还 有 加 拿 大 的 谢 利 特 国 际 （ Sherritt 

International），拥有莫阿（Moa）镍矿。 

中国国产铅精矿产量同比小幅上涨 

根据安泰科最新统计，2017 年 4 月我国单月生产铅精矿

20 万吨，环比下降 4.4%，同比上涨 7.9%；1-4 月累计生

产铅精矿 63.3 万吨，同比增加 7.0%。虽一季度国产铅精

矿产量同比下降，但全年产量将提升。安泰科预计，2017

年全年我国生产铅精矿 228万吨左右，较 2016年的 222.7

万吨提高 2%左右。 



                                              月度研究报告——铅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2580381   数据来源：安泰科数据中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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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国内市场铅精矿主流加工费位

于 1700-1800 元/吨之间，较 4 月持平。进口铅精矿主流加

工费在 30-50 美元/吨之间，较上月持平。国内铅精矿加工

费维持稳定，一方面是因为进口矿货源依然偏紧，所以加

工费难以上涨。 

中国精铅产量现大幅增长 

2017 年 1-4 月我国精铅产量为 168.1 万吨，同比增长 9.2%。

其中原生铅产量为 110.9 万吨，同比增长 10.1%，再生铅

产量为 57.1 万吨，同比增长 9.4%。原生铅方面，由于多

方面因素影响，去年同期铅市场:表现萎靡，铅价持续下行，

消费不振，部分原生铅冶炼厂经营停工减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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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铅初级消费降幅收窄 

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4 月我国铅酸蓄电池产量为

4621.8 万千伏安时，同比减少 7.0%。需要指出的是，较

上月跌幅减少 1 个百分点。据安泰科调研，虽 1-4 月份铅

酸蓄电池价格有所下调，但铅价高于去年同期接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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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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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分析，2017 年 4 月，汽车产销比上月明显下降，同比也

结束增长，呈小幅下降。1-4 月，汽车产销增幅比一季度

略有减缓，商用车同比依然保持较快增长。1-4 月，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927.1 万辆和 908.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5.4%和 4.6%，低于上年同期 0.3 和 1.5 个百分点。销

量累计增速持续回落至 5%以下，企业库存较年初增长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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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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2017 年

1-4 月 
同比（%） 

内燃机

引擎用 
707.8 5.37 86.0 -3.3 

其他领

域用 
4884.2 -21.1 237.8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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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月我国累计生产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2307.7 万信

道，同比大幅减少 33.0%，降幅与 1-3 月份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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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电动自行车领域的铅消费同比下降约为 7.0%。 

摩托车领域对精铅的需求颓势延续。2017 年 1-4 月摩托

车行业累计产销 538.0 万辆和 542.5 万辆，同比 0.74% 和

0.7%。其中，二轮摩托车产销 463.7 万辆和 468.13 万辆，

同比下降 1.8%和 2.0%；三轮摩托车产销均为 74.36万辆，

同比增长 20.0%和 20.8%，三轮车市场表现好于二轮车。

摩托车行业用铅量占比仅为 3.3%，对铅消费总量影响有

限。 

铅酸蓄电池出口降幅收窄，据海关统计，2017 年 1-4 月

份我国出口内燃机引擎用铅酸蓄电池 707.8 万只，同比

增加 5.5%，降幅较 1-3 月份净增 4.76 个百分点。其他领

域用铅酸蓄电池出口量为 4884.2 万只，同比减少 21.1%，

降幅较 1-3 月份收窄 1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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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4 月中国铅市场供应短缺。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4 月中国精铅消费量为 172.5 万吨，供应短缺 4.4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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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铅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01-04 

铅精矿 

产量 271.2 233.5 223.0 232.0 63.3 

净进口 90.6 94.9 70.5 80.0 21.1 

需求量 330.5 321.0 310.5 316.0 116.8 

平衡 31.3 7.4 -17.0 -4.0 -32.4 

精铅 

产量 474.0 470.0 465.0 480.0 168.1 

净进口 -3.3 -6.0 -1.1 2.0 32.3 

消费量 496.0 470.2 475.0 470.0 172.5 

平衡 -25.3 -6.2 -11.1 12.0 27.9 
 

 

 

 

 

  

企业精铅库存回落，现货贴水转升水 

因下游生产厂家增加订货，市场逐步转暖，目前国内大

部分铅厂精铅库存正在减少。据安泰科了解有铅厂铅锭

库存已经超出其一个月产量。近期现货市场正在由贴水

转为升水。 

 

多头氛围显现 

受宏观面影响，5 月份金属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同时铅

主要消费领域大多低迷，但是下游消费企业订单增加，

铅消费看多情绪升温，空头氛围显现。从目前的铅消费

形势和趋势来看，预计 6 月份多头氛围仍将占上风。 

 

6 月份铅价将企稳运行，小幅上涨 

宏观面：考虑到中东多国与卡塔尔断交必将导致地区局

势紧张，原油等大宗商品上涨，利好铅金属价格。基本

面：1-5 月从铅终端需求来看，除汽车和低速电动车行

业以外，其它主要行业铅需求量的跌幅有止跌企稳的迹

象。虽然目前市场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但考虑到下游

消费铅酸蓄电池产量跌幅收窄，且主要生产商订单增加

致现货市场供应明显紧张。安泰科预计 6 月份铅价将企

稳运行，小幅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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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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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铅冶炼厂 

铅价上行动能增强，可考虑高位点价出货。 

对消费企业 

按需采购，避免盲目增加铅锭库存。 

 

 

企业 
 

摘要 

策略 
 

摘要 

金融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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