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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 三月期铅价格走势和库存变化

摘要
9 月，宏观利空消息释放，市场恐慌情绪稍缓， 国

摘要

内精铅供应基本持平，但下游消费转好，基本面偏强，
现货价格环比上涨 4.2%。10 月， 国内精铅消费转弱，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下
发，虽较草案有所放宽，但国内精铅生产仍将受到影
响，预计精铅库存保持低位，对铅价将有所支撑，预
计 10 月沪铅主力合约呈区间震荡趋势，主要运行区间
为 17000-19000 元/吨。

行业
9 月份 LME 铅价震荡下行，沪铅冲高回落

摘要

SHFE 铅主力合约价格走势和库存变化

9 月，宏观环境动荡，受中美贸易争端及美元加息
落地影响，LME 三月期铅整体呈震荡下行趋势，最终
收盘于 2032.0 美元/吨，较 8 月末下跌 56.5 美元/吨。9
月均价为 2036.5 美元/吨，环比下降 2.1%。1-9 月累计
均价 2338.7 美元/吨，同比增长 3.0。
国内方面，9 月份初，沪铅主力合约延续 8 月上行
趋势，最高触及 19240 元/吨，随后重心下移，最终收
盘于 18115 元/吨，环比下降 695 元/吨。SHFE 铅主力
合约 9 月均价为 18593 元/吨，环比增幅为 2.6%，同比
降幅为 7.7%。1-9 月累计均价 19012 元/吨，同比 5.6%。
9 月河南等地开展环保督查行动，部分冶炼厂停
产，虽然再生铅，进口铅供应增加，但是 9 月份下游
消费转好，蓄电池企业整体开工率环比增加，加之中

沪伦比值

秋、国庆等节日蓄企多于节前对铅锭进行备库。综合
来看，9 月精铅供应保持稳定，但下游消费转好，基本
面偏强。国内现货均价 18966 元/吨，环比上涨 4.2%，
同比下跌 6.8%。1-9 月累计均价 19188 元/吨，同比
6.5%。

国内外库存均减少
9 月份 LME 铅库存较 8 月大幅下降，截止 9 月 28
日为 116075 吨，环比减少 10075 吨。国内方面，铅社
会库存在 9 月中旬虽有短暂增加，但由于 9 月下游消
费有所好转，加之中秋，十一等节假日，下游蓄电池
企业提前备库，采购量增加，导致铅社会库存整体呈
减少趋势，截止 9 月末，铅社会库存为 13828 吨，较 8
月末减少 5257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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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铅精矿供求平衡表（万吨）

全球供需-铅精矿供应紧张略有缓解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产量

467.2

463.3

465.5

泰科调研预测，2018 年全球铅精矿累计产量为 465.5

需求量

480.7

473.4

478.5

万吨金属量，同比增加 0.5%。

平衡

-13.5

-10.1

-13.0

全球精铅供求平衡表（万吨）

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公布数据并经安

2018 年 1-7 月全球铅精矿累计产量为 245.6 万吨金
属量，同比下降 1.1%。其中，国际市场（除中国以外）
累计生产铅精矿 263.5 万吨金属量，同比增加 3.8%。
1-7 月累计产量在 10 万吨金属量以上的有澳大利亚、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产量

1122.2

1144.5

1158.0

需求量

1130.0

1148.2

1169.0

矿；澳大利亚 Mount Isa、Cannington 矿山减产，澳大

平衡

-7.8

-3.7

11.0

利亚今年 1-7 月铅精矿产量同比减少 2.3%（根据安泰

秘鲁、美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其中，美国同
比下降 18.6%，减量主要来自于泰克公司旗下的红狗

科统计，将澳大利亚今年 1-7 月铅精矿产量上调为 26.3

中国之外铅精矿供求平衡表（万吨）

万吨，去年同期产量为 23.9 万吨），但 Dugald River、
Red River 矿 山 今 年 投 产 ， 此 外 McArthur River 、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产量

244.2

253.7

263.5

需求量

174.7

176.7

188.0

依旧保持小幅增长。总体来看，2018 年全年全球铅精

平衡

69.5

77.0

75.5

矿供应紧张略有缓解，缺口为 13.0 万吨。

中国之外精铅供求平衡表（万吨）
2016 年

Rosebery 矿山产量增加，因此澳大利亚产量进行调整。
俄罗斯、墨西哥产量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印度产量

全球供需-国际市场精铅供求处于紧平衡

2017 年

2018 年

的国际市场累计生产精铅 393.6 万吨，同比增幅为
0.8%，
其中，
原生铅产量为 97.8 万吨，同比降幅为 2.5%；

产量

655.5

658.1

677.8

需求量

654.9

665.8

679.0

平衡

6

-7.7

-1.2

根据 ILZSG 公布的数据，1-7 月份，除中国以外

再生铅产量为 296.3 万吨，同比增幅为 1.3%，再生铅
占精铅产量比重维持在 75.0%左右。其中，德国 1-7 月
再生铅与原生铅均有减少，其精铅产量同比减少

中国铅精矿月度产量

13.0%；同期，韩国精铅产量减少 2.8%，主要由于铅
精矿供应紧张，韩国国内高丽亚铅计划减少原生铅生
产所致；不同的是印度在今年经济好转后，精铅产量
持续增加，较去年同期增幅为 7.0%。
今年 1-7 月国际市场精铅消费量为 339.7 万吨，同
比小幅下降 3.5%，精铅供应基本持平，过剩 1.1 万吨。
分国别来看，1-7 月美国精铅消费量与去年同期减少
6.5%，主要由于今年 7 月精铅消费量大幅下降，环比
降幅为 14.5%。同期，德国、西班牙、印度、意大利铅
消费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韩国精铅消费量降幅高达
11.5%，但 7 月消费量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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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终端汽车行业来看，8 月份，欧洲主要国家乘用

中国铅精矿月度进口量

车新车受欧盟新的排放标准（WLTP）9 月施行带动，
销量依旧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德国、英国、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比增长 24.7%、23.1％、40.0％、9.5%
和 48.7%。但 9 月份排放标准正式实施，预计欧洲 9
月汽车销量有所回落。据 MarkLines 统计的 8 月美国新
车销量(包含通用预测值的速报值）同比基本持平，为
148.2 万辆，环比增幅为 8.2%。同期，日韩新车销增速
加快，同比分别增长 2.5%和 4.5%。综合来看，8 月，
除中国外国际市场精铅消费环比将有所增加。

中国供需-铅精矿需求减弱，加工费持续回升
根据国统局数据，2018 年 1-8 月，全国铅精矿累

铅精矿进出口盈亏比值

计生产 79.1 万金属吨，同比增长 9.57%。经过安泰科
调研， 2018 年 1-8 月内蒙铅精矿产量为 47.0 万吨，同
比减少 1.2%； 2018 年 1-8 月湖南铅精矿产量为 16.7
万吨，同比减少 10.5%:2018 年 1-8 月广西铅精矿产量
为 5.7 万吨，同比减少 12.3%；:2018 年 1-8 月云南铅
精矿产量为 9.4 万吨，同比增加 12.7%.
由于精矿供应紧张，今年以来，原生铅冶炼厂逐
渐提高铅膏的掺入率，以减少精矿需求；其次， 9 月
是矿企生产的高峰期，虽然湖南地区冶炼厂 9 月末提
前冬储，但精矿供应相对充足，因此 9 月份国内铅精
矿主流加工费平均为 1800 元/金属吨，较 8 月上调 50
元/吨。根据安泰科计算，今年 5 月份以来，冶炼厂进
口矿盈利基本保持在 1000 元/吨左右；但由于铅精矿主

国内外铅精矿加工费走势

要产出国产量下降，今年 1-8 月铅精矿进口量依旧保持
下降趋势。在进口盈利增加，精矿货源减少的情况下，
进口矿加工费难以上涨，仍维持在 20 美元/干吨左右，
与上月持平。目前，有企业报出，10 月份国内铅精矿
加工费基本与 9 月持平。

中国供需-精铅消费有所好转
从供应端来看，根据国统局公布的数据，1-8 月我
国精铅产量为 309.5 万吨，经安泰科调研修正，1-8 月
我国精铅产量为 284.5 万吨，同比降幅为 3.2%。其中
原生铅产量为 164.8 万吨，同比下降 4.4%；再生铅产
量为 119.7 万吨，同比下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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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铅月度产量

原生铅方面，由于环保、原料等因素影响，9 月份
豫光、金利、海城、金旺铋业等企业减产，但安徽铜
冠、驰宏锌锗在 9 月初复产，预计 9 月原生铅产量基
本持平；再生铅方面，9 月初铅价上涨，再生铅厂利润
增加至 750-900 元/吨，随后铅价冲高回落，再生铅利
润减少至 400-600 元/吨，再生铅开工率环比增加， 9
月份再生铅产量有所增加。进口铅持续进入，预计 9
月进口量约有 1.5 万吨左右，加之部分企业进口粗铅进
行电解。综合来看，9 月份精铅供应环比基本小幅增加。
从需求端来看，今年 1-8 月铅酸蓄电池产量为
10351.1 万千伏安时，与去年同期降幅为 0.8%。但汽车、
移动通信基站等终端行业依然保持增长，这侧面说明
了锂电池替代作用逐渐显现，铅酸电池消费市场有所

中国铅酸蓄电池月度产量

挤压。
从终端需求来看，根据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统计
数据，1-8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813.5 万辆和 1809.6
万辆，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8%和 3.5%，比前 7 个月
增速分别回落 0.7 和 0.8 个百分点。今年 1-8 月，摩托
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1053.2 万辆和 1055.2 万辆，比
上年同期均下降 6.6%，降幅比 1-7 月有所扩大。今年
以来， 摩托车出口这一带动摩托车产销量的主要因素
增速放缓，甚至在 8 月摩托车出口出现了环比明显下
降，同比略低于去年同期的现象。1-8 月，累计出口摩
托车 502.7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0.2%，其中 8 月，
摩托车出口量为 57.1 万辆，环比降幅为 8.1%，同比下

铅酸蓄电池月度出口量

降 1.2%。
据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统计，2018 年 1-8 月，山
东 省 累 计 生 产 低 速 电 动 车 43.61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11.74%。2018 年 8 月，山东省生产低速电动车总计 5.3
万辆，结束了今年 4 月以来的环比下降走势，环比上
升 13.90%，然而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比降幅高达 8.0%。
与纯电动乘用车销量对比，今年 5 月开始，纯电动乘
用车销量数据首次超过山东低速电动车产量数据，8 月
份，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5.8 万辆，优势进一步扩大。预
计在低速电动车国标正式出台前，低速电动车的产量
走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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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度研究报告——铅
今年 1-8 月，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为 23827.1

中国汽车月度产量

万信道，同比增长 23.0%。今年 6 月以来，中国移动
通信三大运营商逐渐开展 5G 试点运行，带动移动通信
基站产量由减转增，但由于中国铁搭公司颁布文件，
逐渐停止铅酸蓄电池的采购，预计难以明显带动精铅
消费。
同期，铅酸蓄电池累计出口量为 12485 万只，同
比降幅为 4.9%，较 1-7 月降幅进一步扩大，中美贸易
战影响逐渐显现，本月中下旬美国 2000 亿关税正式实
施，预计铅酸电池出口量将进一步缩小。

展望
摘要
国内铅价缺乏支撑，整体呈偏弱震荡局面

中国铅精矿供需平衡表（万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产量

222.7

214.5

202.0

息落地，10 月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但需关注中美争端

进口量

70.5

64

70.0

发展。从基本面来看，国际市场消费疲弱，低库存支

需求量

312.8

297.1

290.5

撑有限，但铅价经历了前期持续下跌之后，预计转入

供求

-13.5

-18.6

-18.5

区间震荡行情，主要运行区间为 1920-2050 美元/吨。

中国精铅供需平衡表（万吨）

国外市场：中美贸易关税已正式实施，美联储加

国内市场：供应端方面，9 月原生铅减产增加，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产量

466.5

487

480.2

元左右，预计 9 月再生铅利润空间打开，企业开工积

净出口

1.1

-7.1

-6.0

极性增加，再生铅产量环比增加。但 9 月末，生态环

需求量

475

483

490.0

保部启动第二轮巡视工作，加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

平衡

-9.6

11.1

-3.8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下发，虽正式方案较草案

生铅产量环比小幅下降；再生铅利润保持在 400-800

有所放松， 但预计 10 月份开始，精铅生产将受到影
响，在当前沪伦比值下，精铅进口窗口持续打开，综
合来看，预计精铅供应基本持平。
需求方面， 9 月份下游消费转好，蓄电池企业整
体开工率环比增加，加之中秋、国庆节前各大蓄电池
厂备货较为积极，9 月精铅消费增加。但随着中美贸易
关税正式实施，10 月铅酸电池出口量将进一步下降，
当前动力型铅酸蓄电池消费旺季结束，启动型旺季料
将在 10 月下旬来临。
整体来看，精铅供应相对稳定，冬季下游消费旺
季预期下，铅锭继续去库存料将支撑铅价表现易涨难
跌，预计 10 月沪铅主力合约呈区间震荡趋势，主要运
行区间为 17000-190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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