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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供应端，原生铅厂检修企业增加，预计原生铅供应减少；再生

铅方面，目前测算仍有盈利空间，且有合规新产能投产，预计再生

铅供应仍有增量；进口铅在出口窗口打开的情况下，预计后续仍有

进口铅流入。综合来看，预计总的供应变化不会太大，但原生铅厂

检修可能成为资金做多的动力。另外较低的库存也是铅价支撑因素

之一。

需求端，根据目前电池企业的生产动态来看，预计 5月份难有

明显改观，尤其中上旬大概率延续疲弱态势。从季节性消费特征来

看，往年夏季消费旺季启动前，电池厂会在 5月底左右备库，届时

关注消费端的边际变化，以及国内汽车等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

综合来看，预计 5月份铅价在冶炼厂集中检修的利多推动下有

反弹的可能，但消费端疲弱，对铅价支撑不足，高点看到 17000-171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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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4月铅市场行情回顾

4 月份国外铅价延续弱势，尤其 LME 三月期铅一路下挫，有月初 2000 美元左右的高点持续下行，

盘中最低 1907 美元/吨，最大跌幅超 100 美元。国内铅价整体呈下跌趋势，临近月末止跌企稳，截止

4月 30 日，沪铅主力 1906 合约收盘于 16710 元/吨，录得月均价 16618 元/吨，环比下跌 3.4%。

图1-1：国内外铅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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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沪铅主力合约月均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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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铅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国外市场：供应平稳增长，消费乏善可陈

国际市场矿端供应增加明显。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统计数据，1-2 月累计铅精矿产量

45.3 万吨，同比增长 10.8%（4.4 万吨）。精铅生产维持平稳增长，1-2 月累计产量 114.7 万吨，同比

增长 2.8%；消费缺乏利好因素，消费量与去年同期持平，1-2 月消费量 112.5 万吨。直观测算，1-2

月国外铅市场供应过剩 2.2 万吨（去年同期为短缺 0.9 万吨）。

图2-1：国外市场铅供求平衡（千吨）

资料来源：ILZSG，中期研究院

从 LME 市场运行情况来看，自 2018 年开始由于沪伦比值高位，进口铅流入国内，LME 市场库存由

往年 15 万吨左右的水平降至 10 万吨以内，2019 年仍有部分长单在陆续执行，有进口铅进入国内市场，

使得 LME 市场库存缓慢下降。截止 4月 29 日为 74700 吨，较 3月底减少 4050 吨。临近月底贴水有所

收窄，截止 4月 29 日为 10.5 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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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LME市场铅库存及注销仓单占比 图2-3：LME市场现货升贴水（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二、国内铅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精矿供应增加

一方面由于国外矿产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窗口持续打开，我国铅精矿进口量同比保持明显

增长。根据海关统计数据，3月份进口量为 12 万实物吨，同比增长 49.8%；1-3 月累计进口 33 万实物

吨，同比增幅为 34.5%。国内矿山，3月份矿山开工率已经回升，4月份随着天气转暖，北方地区矿山

基本全面复工，国内供应预计增加。

从加工费情况来看，4月份国产矿主流加工费维持在 1850 元/金属吨，进口矿加工费为 27.5 美元

/干吨。5月份，预计供应维持增长，而需求端由于冶炼厂检修增加影响需求，加工费有小幅上调的可

能。

图2-4：进口矿和国产铅精矿加工费 图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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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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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生铅厂检修增加

原生铅 ：2019 年 3 月全国原生铅产量为 25.77 万吨，同比上升 5.83%。1-3 月累计产量在 75.68

万吨，同比上升 7.34%。4 月份检修与复产并行，预计整体产量变动不大。但根据各冶炼厂生产安排，

5月份检修企业增加，包括河池南方、金贵银业、山金银铅、西部矿业、江西铜业等，同时驰宏和安

徽铜冠检修结束后复产，总的预计 5月份原生铅产量减少 1万吨左右。

再生铅：4月份，废旧电池与铅价联动性较好，尽管铅价下挫，盘面测算的再生铅仍保持盈利，

生产相对保持平稳。从价差来看，4月再生铅对原生铅维持贴水，且至月下旬由于消费端进一步转弱，

贴水平均水平扩大至 125 元/吨。

进口铅：由于之前的长单，进口铅持续流入，根据海关统计数据，3月份我国精铅进口量为 11636

吨，1-3 月累计进口量为 48765 吨。从沪伦比值来看，4月份比值修复，进口窗口打开，预计后续仍

有进口铅陆续流入。

图2-6：原生铅月度产量（万吨） 图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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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原生铅与再生铅价差（元/吨） 图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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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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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延续疲弱态势

根据国统局的统计数据，一季度我国铅酸电池产量为 3358.58 千伏安时，同比下降 1.3%。4 月份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实施，各地出台具体细则，叠加消费淡季，电池订单不佳，部分电池企业调低

开工率。从 5月份来看，淡季仍将延续，关注 5月下旬旺季启动前电池企业的备库情况，预计环比会

有所改善。

图2-10：动力型铅酸电池企业月度开工率 图2-11：起动型铅酸电池企业月度开工率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从终端行业来看，汽车行业产销略有好转，3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55.8 万辆和 252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2.7%和 5.2%，降幅分别缩小 14.7 和 8.6 个百分点。1-3 月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633.6 万

辆和 637.2 万辆，同比降幅分别为 9.8%和 11.3%，降幅收窄。而这其中，3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

别增长 88.6%和 85.4%。1-3 月累计增速高达 102.7%和 109.7%。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达到 5%，新能源

汽车推广在持续加速中，对于铅酸电池消费的影响不容小觑。关注后续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的具体细则

及执行力度

电动自行车产销数据暂未公布，但根据行业标准以及各地执行动态来看，预计产销数据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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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我国汽车月度产销增速 （%） 图2-13：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摩托车行业产销维持降势，去年出口态势逆转，国内产销下滑。1-3 月累计产销 349.8 万辆和 353.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9.1%和 9%。同期累计出口摩托车 167 万辆，同比下降 9.7%。

另外铅酸电池出口降幅扩大，根据海关数据，1-3 月铅酸电池累计出口量为 3586 万只，同比减少

18.8%，去年全年降幅为 4%，降幅显著扩大。

图2-14：我国摩托车产销增速 （%） 图2-15：我国铅酸电池出口量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四）库存处于较低水平

截止 4月 26 日，SMM 统计的沪粤沪粤库存为 0.76 万吨，整体社会库存为 3.25 万吨，较 3月底减

少近万吨。4月最后一周减量较为明显，主要由于检修/计划检修的冶炼厂减少出货所致。对于 5月份

库存趋势，由于需求惨淡，预计五一期间电池企业多有放假计划，预计会有部分累库，但由于原生铅

厂检修，整体库存增加幅度预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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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上期所精铅库存和沪粤库存 图2-17：铅锭社会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Wind，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SMM，中期研究院

第三部分 5月份铅市场行情展望

供应端，原生铅厂检修企业增加，预计原生铅供应减少；再生铅方面，目前测算仍有盈利空间，

且有合规新产能投产，预计再生铅供应仍有增量；进口铅在出口窗口打开的情况下，预计后续仍有进

口铅流入。综合来看，预计总的供应变化不会太大，但原生铅厂检修可能成为资金做多的动力。另外

较低的库存也是铅价支撑因素之一。

需求端，根据目前电池企业的生产动态来看，预计 5月份难有明显改观，尤其中上旬大概率延续

疲弱态势。从季节性消费特征来看，往年夏季消费旺季启动前，电池厂会在 5月底左右备库，届时关

注消费端的边际变化，以及国内汽车等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

综合来看，预计 5月份铅价在冶炼厂集中检修的利多推动下有反弹的可能，但消费端疲弱，对铅

价支撑不足，高点看到 17000-171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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