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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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铅价重心下移，预计 12 月份将低位震荡运行 

11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逊于预期，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有色金

属价格纷纷回落；精铅产量保持增长，现货铅供应紧张局面

好转，库存提升，铅现货价维持贴水，压制铅价重心下移。

预计 12 月份“旺季不旺”的铅消费态势将是压制铅价表现

的最大因素。同时宏观利空因素增多，整体压制铅价格。当

然 12 月进入供暖季，北方地区特别是河南地区很可能面临

环保检查的压力，带来铅价短期跳涨。从整体上看 12 月份

铅价将低位震荡运行。 

 

 

铅价盘整向下，重心下移，内盘弱于外盘 

11 月份国内外铅市场主要受宏观面和基本面双重影响，铅价

呈现盘整向下，重心下移态势。宏观面：经济数据逊于预期，

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有色金属价格纷纷回落，资金流出有色

板块。基本面：精铅产量保持增长，现货铅供应紧张局面好

转，上期所库存提升，铅现货价维持贴水，压制铅价重心下

移。截至 11 月底 LME 三月期铅价格收于 2471.5 美元/吨，

较上月末上涨 2.0%，11 月份 LME 三月期铅均价为 2472 美元

/吨，环比下跌 1.6%；上期所期铅主力合约价格收于 18375

元/吨，较上月末下跌 1.3%，11 月份沪铅主力合约均价为

18676 元/吨，环比下跌 4.5%，国内生资市场均价为 18674

元/吨，环比下跌 8.2%。 

库存内升外降 

11 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铅库存大幅增加。截止 11 月 30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为 36642 吨，较上月末增加 12475吨。

主要原因：国内现货铅供应紧张局面转好，现货价维持贴水，

再生铅与原生铅价差拉大，铅酸蓄电池企业使用再生铅意愿

提高，原生铅企业交易所交货增加，内盘交易所库存增加。

与上期所库存增加相反，11 月份伦敦期货交易所铅库存小幅

减少。截止 11 月 30 日，LME 的库存为 145075 吨，较上月末

减少 4400 吨。主要原因：欧美铅消费稳定增长，海外地区

铅供应缺口扩大，外盘交易所库存减少。 

摘要 
 

摘要 

行业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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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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月 

产量 534.0 495.3 459.1 336.5 

需求量 500.3 479.9 489.3 362.3 

平衡 33.7 15.4 -30.2 -25.8 

全球精铅市场供求平衡（单位：万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9 月 

产量 1099.5 1083.6 1109.3 864.4 

需求量 1120 1085.1 1119.3 869.7 

平衡 -20.5 -1.5 -10.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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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铅供应均现短缺 

2017 年 1-9 月全球铅精矿产量为 336.5 万吨，同比小幅下

降 2.3%。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铅精矿产量为 184.2万

吨，同比增长 1.2%。增量主要集中在印度和哈萨克斯坦，

同比增幅分别为 29.5%和 77.6%，累计增长 6.6 万吨。据安

泰科测算，1-9 月全球铅精矿需求量为 362.3 万吨，市场

供应短缺 25.8 万吨。从金属铅来看，根据 ILZSG 统计数据

并经安泰科修正，2017 年 1-9 月全球精铅产量为 864.4万

吨，同比增加 4.2%。从消费来看，全球铅消费量为 869.7

万吨，同比增速为 1.0%。其中，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消费整体表现乐观，1-9 月消费总量为 494.7 万吨，同比

增长 3.0%，尤其同期美国精铅消费量同比增长 6.0%，欧洲

铅消费量也实现 4.2%的增幅。主要受美国和欧洲铅消费增

长拉动，2017 年 1-9 月全球铅市场供应短缺 5.3 万吨。 

中国铅精矿进口维持降势 

2017 年 1-10 月我国铅精矿进口量依然维持下降态势。据

海关统计数据，1-10月我国累计进口铅精矿 107.8万吨（以

进口铅精矿品位为 50%计算为 53.9 万吨金属量），同比下

降 5.3%。铅精矿进口量减少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2017

年国外铅锌矿山产量增长低于市场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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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联合国禁止朝鲜贸

易政策的执行，我国铅精矿进口量进一步下降。根据海关

总署 40 号公告，自 8 月 15 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铅精

矿，对于在公告执行之日前已运抵我国口岸的上述货物，

可予以放行。自 9 月 5 日零时起，不再办理进口手续。我

国每年从朝鲜进口铅精矿约 3-4 万金属吨，预计 2017 年全

年从朝鲜进口铅精矿降幅将达到 25%左右。 

中国国产铅精矿产量同比下降 

根据《有色金属信息》最新统计并经安泰科修正，2017 年

1-10 月我国累计生产铅精矿 153.2 万吨，同比减少 5.9%。

其中铅精矿主产区湖南、云南部分矿山品位下降叠加环保

因素导致产量减少，1-10 月上述两地铅精矿产量同比降幅

分别为 8.4%和 19.5%。整体上看，环保因素导致小矿山停

产是今年以来铅精矿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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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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矿供应短缺，废旧电池向大厂集中 

据安泰科调研，随着精矿供应缺口扩大，铅精矿加工费继续

下调。目前国内铅精矿基准加工费在 1000-1300 元/吨的水

平，进口矿加工费在 15-25 美元/吨，处于历史低位。尽管

目前进口矿加工费较低，但进口比值由盈转亏，进口量有限，

难于补充国内供应不足，且随着冶炼厂冬储采购，铅精矿供

应进一步收紧，加工费仍将维持下降趋势。从再生铅原料供

应来看，环保检查导致“三无”小厂关停，原料向正规大厂

集中，原料库存充足，据我们调研了解，大型再生铅厂原料

库存多在 30 天左右，明显好于原生铅厂。 

精铅产量保持增长 

根据协会统计，2017 年 1-10 月我国精铅产量为 417.7万吨，

同比增长 4.7%。其中原生铅产量为 247.9 万吨，同比下降

4.8%，再生铅产量为 169.8 万吨，同比增长 22.6%。原生铅

方面，原料供应持续紧张，生产受限。再生铅方面，环保检

查和打非行动使得非法再生铅厂关闭，废旧电池供应充足，

持证冶炼企业原料供应增加，利润显著，生产热情高涨，再

生铅产量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中国铅初级消费现负增长 

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10 月我国铅酸蓄电池产量为

16492.2 万千伏安时，同比减少 1.2%。今年以来铅酸电池生

产受旺季不旺以及去年年底备库较多，经销商消化库存等因

素影响，铅酸电池产量小幅下降。据我们调研，当前虽进入

铅酸蓄电池传统消费旺季，但电池销售情况低于旺季预期，

电池厂成品库存小幅增加，预计 11-12 月份铅酸蓄电池整体

生产情况将低于去年同期，2017 年全年中国铅初级消费现负

增长。 

中国铅终端消费表现不一 

汽车领域对精铅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2017 年 1-10 月汽车

产销同比增速继续保持在 4%-5%的区间。其中：乘用车产销

增速在 2%-3%左右，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商用车保持

16%-18%左右，维持了快速增长势头。1-10月汽车产销 2295.7

万辆和 2292.7 万辆，同比增长 4.3%和 4.1%。其中乘用车产

销 1955.3 万辆和 1950.2 万辆，同比增长 2.3%和 2.1%；商

用车产销340.4万辆和342.5万辆，同比增长16.9%和17.2%。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6 月底，我国汽车保有

量首次突破两亿辆，达到 2.05 亿辆。庞大的保有量将拉动

铅酸电池更换需求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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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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月 
同比（%） 

2017 年

1-10 月 
同比（%） 

内燃机

引擎用 
2530.1 49.2 197.9 5.2 

其他领

域用 
13817.1 -7.2 668.8 23.2 

 

 

 
通讯领域对精铅的需求维持大幅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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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月我国

累计生产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23300.0 万信道，同比大幅减

少 18.4%，降幅较 1-9 月份收窄 0.5 个百分点。 

摩托车领域对精铅的需求触底反弹，但贡献有限。2017年

1-10 月摩托车行业累计产销 1408.6 万辆和 1416.3 万辆，

同比增长 2.8% 和 3.2%，增速比 1-9 月减缓 0.9 和 1.0 个

百分点。其中，二轮摩托车产销 1237.0 万辆和 1244.9 万

辆，同比增长 3.2%和 3.5%；三轮摩托车产销 171.7 万辆和

171.4 万辆，同比增长 0.3%和 0.6%。1-10 月全行业摩托车

产销率为 100.6%，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摩托车

行业用铅量占比仅为 3.3%，对铅消费总量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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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今年的电动自行车销售

和电池更换需求。2017 年 8月 3 日，交通部、中宣部、中

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鼓

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

励共享单车行业免押金但不鼓励电动车。安泰科估算，2017

年 1-10 月电动自行车领域的铅消费同比下降约为 2.9%。 

铅酸蓄电池出口下降。据海关统计，2017 年 1-10 月份我

国累计出口铅酸电池 16347.2 万只，同比下降 2.6%。其中，

起动型电池出口 2530.1 万只，同比增长 49.2%；其他类型

铅酸电池累计出口 13817.1 万只，同比下降 7.2%。 

中国精铅市场供应紧平衡。据安泰科测算，2017 年 1-10

月中国精铅消费量为 417.0 万吨，供应过剩 8.1 万吨。由

于同期有 7.4 万吨的进口精铅，据了解，此部分存量大部

分并未流入市场，因此我们测算实际市场供应过剩仅 0.7

万吨左右，过剩量有所收窄。精铅市场供应呈紧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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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铅市场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4 2015 2016 2017f 

2017 

01-10 

铅精矿 

产量 271.2 233.5 223.0 232.0 153.2 

净进口 90.6 94.9 70.5 80.0 53.9 

需求量 330.5 321.0 310.5 316.0 236.7 

平衡 31.3 7.4 -17.0 -4.0 -29.6 

精铅 

产量 474.0 470.0 465.0 480.0 417.7 

净进口 -3.3 -6.0 -1.1 6.5 7.4 

消费量 496.0 470.2 475.0 470.0 417.0 

平衡 -25.3 -6.2 -11.1 16.5 8.1 
 

 

 
 

 
 

供应紧张局面转好，消费旺季表现低于预期 

从 11 月份开始，铅酸蓄电池行业进入传统消费旺季，但是

今年电池销售情况低于预期，电池厂成品库存小幅增加，

铅消费增量低于往年同期。受此影响，前期精铅供应紧张

局面转好。据安泰科了解有部分铅厂目前已经出现铅锭难

销的情况，由于铅厂大部分精铅是以长单形式销售，难销

的仅为小部分散单精铅，铅厂并未出现库存积压。安泰科

认为，12 月份铅消费难现明显提速，精铅供应紧张局面将

进一步转好。 

 

空头氛围稍占上风 

由于铅现货紧张局面转好，12 月份铅金属市场观望情绪升

温，同时铅主要消费领域表现不一，铅消费旺季不旺，市

场空头稍占上风。从目前的铅消费形势和趋势来看，2017

年铅消费基本已无望现增长，后市铅市场将呈现偏空氛围。 

 

预计 12 月份铅价低位震荡运行 

宏观面：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中国工业生产降温，量价分

化加剧；年末资金流动性扰动等等宏观利空因素增多，整

体压制铅价格。 

基本面：“旺季不旺”的铅消费态势将是压制 12 月份铅价

表现的最大因素。从传统周期上看，铅消费的全年旺季是

冬季，但是今年冬季的铅消费形势和去年相比出现了一些

变化。去年冬季铅消费形势大好，电池产量明显提升，但

是据安泰科调研，今年铅酸电池经销商的心态已经发生改

变，经历了去年底到今年初的电池价格大涨大跌后，大多

数经销商不会盲目追涨电池价格，多为按需订货。今年 12

月份较去年同期铅消费下滑将是大概率事件。当然 12 月进

入供暖季，北方地区特别是河南地区很可能面临环保检查

的压力，带来铅价短期跳涨。从整体上看 12 月份铅价将低

位震荡运行。 

预计 12月份沪铅主力合约主要运行区间为 17500-19300元

/吨，伦铅主要运行区间为 2350-2550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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