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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从供应端来看，今年国内外铅精矿产量均处于下降趋势，进入

10 月份之后，随着冶炼厂冬储，精矿供应再现紧张；采暖季期间，

环保影响虽有减弱，但阶段性限产还是存在，预计受原料和环保的

双重影响，原生铅产量难有增加。再生铅方面，12 月环保干扰还会

持续，另外部分地区开展回收试点工作，废旧电池价格坚挺，再生

铅利润变动影响炼厂生产热情；从企业来看，安徽华鑫复产 12 月份

会贡献产量，但华铂一期危废经营许可证将在 12 月 16 日到期，届

时会停产，另外扬州华翔检修持续。总的预计，国内整体供应增量

不会太大。但 10 月单月精铅进口量达 2.1 万吨，根据盘面数据测算，

进口窗口持续打开，且盈利较高，预计进口铅仍会流入。需求端，

进入季节性淡季，且终端行业呈现出增长压力，消费前景缺乏亮点。

总的来看，12 月国内精铅供应还面临原料和环保的限制增量不

大，但进口铅持续流入，会导致供应紧张弱化，而需求端季节性淡

季，关注天气进一步转冷之后，启动电池的替代需求情况。预计 12

月铅价还是以震荡格局为主，但重心有下移的可能。预计运行区间

在 17800-18800 元/吨之间，操作上建议区间内高抛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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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11月铅市场行情回顾

11 月国内外铅价整体都维持震荡行情，LME 三月期铅主要运行区间在 1900-2000 美元/吨之间，

国内主力合约则在 18000-18800 之间震荡，截止 11 月 29 日，沪铅主力 1901 合约收于 18190 元/吨，

月均价 18379，较 10 月均价微跌 0.2%。对比来看，国内铅价强于外盘，沪伦比值始终维持在 9上方，

截止 11 月 29 日收盘，沪伦比值为 9.43。

图1-1：LME三月期铅收盘价（美元/吨） 图1-2：铅沪伦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第二部分 铅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国外市场精铅供应紧平衡

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的统计数据，1-9 月份国际市场精铅产量为 506.8 万吨，同比增长 1.1%，

增量主要来自于印度和美国。1-9 月印度精铅产量为 46.1 万吨，同比增长 9%（绝对值 3.8 万吨），主

要由印度斯坦锌业贡献，根据印度斯坦锌业的季度报告显示 1-9 月产量增长 2.3 万吨。同期美国精铅

产量同比增长 1.9%（绝对值 1.6 万吨）。消费方面，同期国外市场铅消费同比下降 0.8%，美国、韩国

和日本铅消费均出现萎缩，印度伴随着经济恢复，铅消费量同比增长 8.8%。据此数据推算，1-9 月国

外市场供应过剩 0.6 万吨，尽管过剩量不大，但从趋势上扭转了之前的短缺状态。从宏观面来看 ，

最新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公布的 11 月制造业 PMI 初值均不及预期，出现回落，尤其欧元区 11 月制

造业 PMI 初值创 30 个月新低，增长动能在持续消退，尤其是汽车行业疲弱预计会继续拖累铅消费。

表 2-1：国际市场精铅供求平衡表（万吨）

国际市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

供应 631.7 625.7 656 667.6 506.8

需求 628.4 623.1 655 675.7 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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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平衡 3.3 2.6 1 -8.1 0.6

数据来源：ILZSG,中期研究院

二、国内铅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进入冬储时节，精矿供应紧张

根据国统局数据，10 月份我国铅精矿产量为 12.4 万吨，环比继续增长。1-10 月累计产量为 103.4

万吨，同比下降 7.44%。进口矿方面，根据海关统计数据，10 月份我国进口铅精矿 10 万实物吨，环

比减少 2万实物吨，同比基本持平。1-10 月份累计进口 99 万实物吨，同比下降 8.1%。整体上来看，

无论是国产矿和进口矿供应都低于去年同期，但由于原生铅厂减产影响，及部分铅厂调整原料配比，

精矿需求下降，加工费在 6月份之后出现上涨，但进入 10 月份之后，随着冶炼厂冬储启动，加工费

停止上涨。

进入冬季之后，国内铅精矿生产高峰已过，叠加冬储，国产矿供应会持续偏紧。进口矿方面，沪

伦比值维持在 9以上较高水平，目前进口矿盈利还在 1100 元/吨左右，进口窗口持续打开，后续还会

有进口矿流入，但由于国外矿产量今年并未像锌精矿那样出现明显增量，进口量增量也不会太大。另

外今年需要注意的是，受沪伦比值极高水平影响，有粗铅、铅合金等进口流入国内，根据海关统计数

据，1-10 月累计进口铅合金 3.9 万吨，同比增长 94.7%。

图2-1：分地区铅精矿加工费 图2-2：进口铅精矿盈亏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 环保影响减弱，但阶段性干扰还会存在

原生铅：上海有色网统计，10 月份原生铅产量为 25.22 万吨，环比降 0.45%，同比下降 12.69%；

1-10 月份累计产量 244.31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10.52%。11 月初环保检查济源、安阳、濮阳等九市，

持续到月底；期间雾霾天气预警，部分炼厂生产受限，但在环保禁止“一刀切”以及环保影响边际效

应递减，整体环保影响较去年同期减弱。从检修来看，11 月检修企业较少，金利从 11 月 20 日计划检

修半个月，之前检修的秦岭冶炼、辽宁海城等复产，整体预计 11 月份原生铅产量波动不大。

再生铅：上海有色网统计，10 月份再生铅厂开工率为 53.27%，环比下降 2.4%。11 月份，先是环

保回头看入驻辽宁、吉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 10 省份，叠加采

暖季，预计部分再生铅厂会受到影响。从检修情况来看，扬州华翔继续停产，安徽华鑫在 10 月份检

修，近日有消息称华鑫开始收购废电池，预计 12 月份会贡献产量；华铂二期 45 万吨新产能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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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投产，产量稳步释放，抵消部分减量，但华铂一期的危废经营许可证到 12 月 16 日到期，届时一

期会停产。另外从再生铅利润来看，由于河南等地启动废旧电池回收试点工作，加之环保因素，废旧

电池价格会相对铅价坚挺。但由于再生铅厂的生产弹性较大，当利润缩窄时，小厂开工率会下调从而

干预市场供应并波及价格。总的来看，12 月再生铅复产与停产并行，仍会受到环保和利润波动影响产

生阶段性的变化，仍是精铅供应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进口铅方面，根据海关统计数据，1-10 月我国累计进口精铅 9.9 万吨，同比增长 31.2%，进口量

创 2010 年以来的新高。 10 月份以来进口窗口持续打开，后续进口铅还会持续流入。

图2-3：原生铅月度产量图 图2-4：再生铅利润曲线图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图2-5：原生铅与再生铅价差（元/吨） 图2-6：进口铅盈亏（元/吨）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需求季节性转淡，终端行业增长乏力

今年消极消费旺季滞后，10 月份电池厂开工率尚可，环比保持增长。但进入 11 月份之后，随着

天气转冷，电动自行车电池需求转淡，电池开工率回调。

从终端行业来看，1-10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282.6 万辆和 2287.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0.4%

和 0.1%。产销量增速持续回落，为今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已过，预计全年实现正

增长压力较大。在之前带动铅消费主力的低速电动车产量也出现下滑，10 月，山东省生产低速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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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76226 辆，同比下降 6.9%。2018 年 7 月以来产量数据明显弱于去年，连续 4个月产量不及去年

同期水平。前 10 个月累计产量 58 万辆，累计同比去年同期小幅上涨 6.8%，增速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

从电池出口来看，1-10 月电池出口量为 15694 万只，同比减少 3.4%，一方面由于国外需求较弱，

另一方面铅沪伦比值维持高位抑制电池出口。

图2-7：山东省低速电动车产量（万辆） 图2-8：我国汽车月度累计产销增速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期研究院

（四）库存有所增加，但仍处于低位

截止 11 月 23 日，上期所铅库存为 9295 吨，较 10 月底增加 3156 吨；沪粤社会库存为 1.69 万吨，

较上月底增加 2200 吨。尽管从数据上来看，库存环比增加，但从历史对比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

图2-9：上期所精铅库存和沪粤社会库存

资料来源：Wind，SMM，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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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2 月份铅市场行情展望

从供应端来看，今年国内外铅精矿产量均处于下降趋势，进入 10 月份之后，随着冶炼厂冬储，精

矿供应再现紧张；采暖季期间，环保影响虽有减弱，但阶段性限产还是存在，预计受原料和环保的双

重影响，原生铅产量难有增加。再生铅方面，12 月环保干扰还会持续，另外部分地区开展回收试点工

作，废旧电池价格坚挺，再生铅利润变动影响炼厂生产热情；从企业来看，安徽华鑫复产 12 月份会

贡献产量，但华铂一期危废经营许可证将在 12 月 16 日到期，届时会停产，另外扬州华翔检修持续。

总的预计，国内整体供应增量不会太大。但 10 月单月精铅进口量达 2.1 万吨，根据盘面数据测算，

进口窗口持续打开，且盈利较高，预计进口铅仍会流入。需求端，进入季节性淡季，且终端行业呈现

出增长压力，消费前景缺乏亮点。

总的来看，12 月国内精铅供应还面临原料和环保的限制增量不大，但进口铅持续流入，会导致供

应紧张弱化，而需求端季节性淡季，关注天气进一步转冷之后，启动电池的替代需求情况。预计 12

月铅价还是以震荡格局为主，但重心有下移的可能。预计运行区间在 17800-18800 元/吨之间，操作

建议，区间内高抛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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