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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

今年我国铅市场供应端和消费端都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供应端的结构变化，再生铅占比提升，且再生铅合规产能庞大，

环保因素的干扰减弱，同样也对冲原生铅厂检修、减产等因素的影

响。消费端，今年的特征更加明显，一是终端行业集中面临政策转

变及行业整顿等，二是铅酸电池替代加速，三是季节性特征淡化。

总的结果就是消费端的惨淡，以及消费出现趋势性的拐点，是今年

上半年铅价持续偏弱运行的主要原因。

铅消费端，尤为重要的负面因素是消费替代的加速。包括通信

基站锂电池梯次替代（铁搭公司计划今年替代10万吨铅酸电池消费）、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电动自行车减重等方面。另外今年低速电动

电动车产销急速下跌，对铅消费形成明显拖累；上半年汽车产销降

幅依然较大、电池出口下降等。从下半年来看，除了汽车行业产销

降幅有收窄预期之外，其他领域难有改善。截止目前来看，7-9 月消

费旺季能否兑现存疑，恐将落空，四季度又转弱淡季，因此下半年

消费难有起色。

短期内国外市场由于供应端问题，LME 三月期铅价格走强，对国

内铅价形成提振，但 7月份之后待 Port Pirie 复产，供应恢复、需

求乏力，警惕伦铅价格高位回落对国内铅价的拖累。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国内消费端趋势性转弱是铅价面临的主要

压力，下半年铅价易跌难涨，预计运行区间在 15000-170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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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上半年铅市场行情回顾

纵观上半年铅价走势，整体是下跌行情。自 5月中旬开始，由于冶炼厂检修陆续增加，以及对消

费旺季启动的期待，铅价止跌，维持在 15800-16300 之间震荡。截止 6月底，沪铅主力合约收盘于 16020

元/吨，半年度均价 16782 元/吨，比去年同期下跌 12.8%。较 2018 年全年均价跌 9.6%。

图1-1：沪铅主力合约价格走势（元/吨） 图1-2：沪铅主力月度均价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LME 铅价在前五个月也呈震荡下跌行情，进入 6月份，由于澳大利亚的 Port Pirie 高炉出现问题，

意外停产，受此影响，LME 市场库存逐步减少，并且快速由 Contango 转为 Back 结构，期货价格开始

震荡上涨。截止6月底，LME三月期铅收盘于1933美元/吨，上半年均价1972美元/吨，同比跌幅19.7%。

沪伦对比来看，也自 6月份开始受外盘走强，沪伦比值回落，进口转为亏损。

图1-3：LME三月铅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1-4：沪伦比值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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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导致供应端收紧

（一）精矿供应维持增长

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的数据，1-4 月国外市场铅精矿累计产量为 87.8 万吨，同比增长 5.4%（绝

对量 4.5 万吨）。与锌矿的预期相同，预计下半年国外铅精矿仍有增量，且增幅会超过上半年。

图2-1：国外铅精矿产量（千吨）

资料来源：ILZSG，中期研究院

分矿山企业来看，嘉能可由于位于澳大利亚的 Lady loretta 矿的重启，一季度累计铅精矿产量

6.6 万吨，同比增长 62%；Teck 旗下红狗矿产量同比下降 4%，但 Pend Oreille 矿产量提升，对冲部

分减量，一季度 Teck 总计产量 20100 吨，同比下降 2%;MMG 旗下的 Dugald River 一季度产铅精矿 5076

吨，预计全年产量超 2万吨；Boliden 一季度铅精矿产量约 1.4 万吨，同比增 1%；Cannington 矿产量

同比增 5%；HZL 一季度铅锌矿总产量同比下降 4%，但根据公司计划，2020 财年（2019.04-2020.3）

矿和金属产量都将显著提升，均将达到 100 万吨（铅+锌）以上。此外，同锌精矿一样，Pannasqutio

矿上半年由于当地居民阻挠出现阶段性停产，自 6月份已经复产，预计下半年增量将会比较明显。根

据之前公司的公告，原计划今年增产约 6万吨。鉴于阶段性停产，预计全年增量在 4-5 万吨，主要在

下半年体现。

表 2-1：国外主要矿企铅精矿产量（千吨）

矿业集团 矿山资产 2019Q1 2018Q1

Glencore

Kazzinc 2.8 -

Australia (Mount Isa, McArthur River) 55.1 32.6 69%

Other Zinc: South America (Argentina, Bolivia, Peru)6 8.1 8.2 -1%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5

半年报

Aatamina

North America (Matagami, Kidd)

合计 66 40.8 62%

TECK

Red dog 18.9 19.7 -4%

Pend Oreille 1.2 0.8 50%

Aatamina

合计 20.1 20.5 -2%

MMG
Dugald River 5.08 261%

Rosbery 5910 -25%

Boliden 13.97 13.88 1%

South32 Cannington 24.8 23.6 5%

HZL 铅锌矿合计 245 255 -4%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期研究院

（二）意外事件影响精铅短期供应

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ILZSG）的数据，1-4 月国外精铅产量为 229 万吨，同比增长 2.3%（绝对

量 5.7 万吨）。但 6月初 Nyrstar 旗下澳大利亚 Port Pirie 铅冶炼厂意外停产，对市场供应产生影响，

原计划 6月底复产，再度推迟至 7月底。这也是 LME 铅铅价在 6月份以来走强的主要原因。Port Pirie

铅厂 2018 财年产量为 16 万吨，大致测算停产影响产量近 3万吨。另外，考虑到今年我国进口铅较多，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国外供应，这也是 LME 市场铅库存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图2-2：国外精铅产量（千吨） 图2-3：LME市场铅库存（吨）

资料来源：ILZSG，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期研究院

（三）国外消费出现下滑

ILZSG 数据显示，1-4 月国外市场累计铅消费量为 227.5 万吨，同比下降 0.8%。从数据趋势来看，

延续了去年以来消费回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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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国外精铅消费量（千吨）

资料来源：ILZSG，中期研究院

根据各国公布的汽车数据，全球车市下滑也是主流趋势，由此可见国外市场铅消费也呈偏弱态势。

表 2-5：1-5 月全球主要国家汽车销量数据（万辆）

资料来源：汽车纵横杂志

从未来的趋势来看，由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紧张的局势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欧洲还有政

局不稳的问题，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而铅酸电池消费相对集中，汽车行业不振，需求将维持低迷。同

时还面临新能源汽车发展加速带来的替代影响，消费趋势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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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下半年尤其是 7月份之后，Port Pirie 铅厂复产，供应端将恢复；消费端难有超

预期因素，大概率维持弱势。另外从国内进口铅来看，自 6月初以来，由于铅价外强内弱，进口窗口

关闭，预计进口量会显著回落，继而传导至库存的累增。

因此，我们认为短期供应端驱动伦铅价格偏强，但鉴于供需面的的趋势分析，继续上冲的能力会

逐步减弱，尤其自 7月份供应恢复之后，预计伦铅价格会转入弱势。

二、国内铅市场基本面分析

（一）精矿供应无忧

今年以来国产矿供应也在逐步恢复，根据国统局的数据，1-5 月我国铅精矿产量约为 41 万吨，同

比下降 1.5%，降幅已经收窄。另外根据 SMM 的统计来看，从 4月份开始，矿山开工率逐步提升，考虑

到季节性因素，下半年增量有望继续提升，全年的产量增速将有望转正。另外，1-5 月份我国累计进

口铅精矿 59.2 万吨，同比增长 33.4%。根据进口测算，同样由于国外铅价走强，铅精矿进口窗口依然

开启，但明显收窄，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炼厂进口热情，叠加国外矿产能增加预期，预计进口矿

加工费有上涨的可能。国产矿方面，上半年由于冶炼厂检修、减产，进口矿补充、铅膏配料等因素影

响，影响国产矿需求，加工费维持缓慢上行态势。

图2-6：我国铅精矿月度进口量（实物吨） 图2-7：进口铅精矿盈亏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Wind,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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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我国铅精矿加工费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二）冶炼端对铅价干扰减弱

今年上半年国内原生铅厂陆续检修，尤其在二季度比较集中，包括河池南方、金贵银业、汉中锌

业、恒邦冶炼等等，以及河南豫北金铅的持续停产，新凌铅业、秦岭冶炼春节后复工的延迟，以及由

于环保影响，豫光和岷山进入检修状态等。自二季度以来，原生铅厂开工率逐步回落，根据 SMM 的统

计，2019 年 1-6 月原生铅产量在 148.8 万吨，同比上升 3.77%，累计增速放缓。

图2-9：原生铅厂月度开工率 图2-10：原生铅厂月度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再生铅方面，上半年也因为环保检查和亏损减产的影响，开工率一度出现明显下调，尤其 6月份，

华铂二期检修、华鑫停产以及金洋设备故障因素停产等，开工率下降至 46.4%。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9

半年报

图2-11：再生铅厂月度开工率 图2-12：再生铅厂月度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然而原生、再生铅开工率的双双下降，并未能刺激铅价上涨，主要在于消费端过于疲弱。

进入下半年，7月初，前期检修的企业已经陆续复产，预计至 7月末，豫光和岷山等也会复产，

从后续来看，检修的企业减少。同时，根据往年的特征来看，3季度炼厂生产也多呈逐步增加的态势。

另外，预计下半年在经济走弱、美联储降息等预期下，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有望偏强运行，也会

提振铅厂的生产热情。再生铅方面，一方面由于前两年环保大力整顿，后续政策边际效用收窄；另一

方面，合规产能庞大，预计下半年阶段性、区域性的环保检查对再生铅供应的影响减弱。再生铅供应

的波动将主要取决于利润情况。在观察供应动态变动情况主要跟踪再生铅与原生铅价差这个指标。总

的我们预计下半年供应端有增长预期。

图2-13：再生铅利润曲线图 图2-14：原生铅与再生铅价差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三）消费趋势性转弱

截止目前，期待的消费旺季迟迟未能启动，从终端行业的表现以及各行业面临的宏观、政策等环

境来看，预计下半年难有超预期的因素出现，消费大概率要维持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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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行业：新国标正式执行，为国标对重量的要求，电动自行车企业或采用锂电池来替代，

或压缩铅酸电池产量，最终的结果即此领域的需求下滑。

汽车行业：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3.2 万辆和 1232.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3.7%和 12.4%。

陈士华表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出现大幅下滑主要是受到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此外，国五、国六

的切换过程中，消费者处于观望状态，也不利于汽车产业的发展。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61.4 万辆和 61.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5%和 49.6%。新能源汽车

产量占比已经提升至 5.06%，对于铅酸电池的替代也在加速。

图2-15：我国汽车产销增速 图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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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车行业颓势延续，1-6 月，全行业累计产销 781.02 万辆和 776.96 万辆，同比下降 2.88%和

3.46%。通信行业在此不再赘述，铁搭公司的采购策略转向锂电池的梯次利用。尽管 5G 投资热潮，但

并未能对铅消费形成提振。

低速电动车行业自 2018 年底开始面临整顿，行业产销开始快速萎缩。2018 年 11 月 8 日，中国工

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明确对低速电动车“升级一批、规范一

批、淘汰一批”，严禁各地方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2018 年 12 月 17 日,山东省政府正式发布《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整顿的影响巨大，2018 年全年山东

低速电动车增速由 2017 年的 12%回落至 2%，2019 年 1-2 月产量数据同比下降 32%，下降速度之快远

超预期。根据陆续公开信息来看，上半年山东、河南等地整顿仍在持续，预计低速电动车产销增速仍

呈大幅回落之势。

出口方面：一方面国外汽车行业走弱，另一方面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对美出口电池受限。1-5 电

池累计出口量同比下降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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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我国铅酸电池出口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期研究院

今年消费端出现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季节性淡旺季的弱化，在 3-5 月份消费淡季时候，由于电池厂

春节放假季促销导致降库，以及冲刺半年报因素影响，电池厂开工率尚可。自 5月末开始，由于终端

消费疲弱，经销商库存高企，电池厂半年报冲刺结束，开工率开始下调。而终端行业疲弱，使得进入

7月份之后，夏季消费旺季迟迟不见兑现，部分电池厂开工率再度下降。预计今年的消费旺季大概率

要落空。

图2-18：动力型铅酸电池企业月度开工率 图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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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M，中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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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固定型铅酸电池企业月度开工率 图2-21：电池厂成品库存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资料来源：SMM，中期研究院

（四）库存有增加的风险

与往年的对比来看，自去年以来，库存进入相对低位的水平，预计在再生铅占比提升而不能交割

的情况下，库存偏低将成为一种常态。

从今年来看，铅锭社会库存维持在 3万吨左右的水平波动。预计下半年，随着多数企业年检完成，

供应有增加预期，而消费端疲弱的情况下，库存有增加的风险。

图2-22：上期所精铅库存和沪粤库存 图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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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铅市场行情展望

今年我国铅市场供应端和消费端都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供应端的结构变化，再生铅占比提升，且再生铅合规产能庞大，环保因素的干扰减弱，同样也对

冲原生铅厂检修、减产等因素的影响。消费端，今年的特征更加明显，一是终端行业集中面临政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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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及行业整顿等，二是铅酸电池替代加速，三是季节性特征淡化。总的结果就是消费端的惨淡，以及

消费出现趋势性的拐点，是今年上半年铅价持续偏弱运行的主要原因。

铅消费端，尤为重要的负面因素是消费替代的加速。包括通信基站锂电池梯次替代（铁搭公司计

划今年替代 10 万吨铅酸电池消费）、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电动自行车减重等方面。另外今年低速电

动电动车产销急速下跌，对铅消费形成明显拖累；上半年汽车产销降幅依然较大、电池出口下降等。

从下半年来看，除汽车行业产销降幅有收窄预期之外，其他领域难有改善。截止目前来看，7-9 月消

费旺季能否兑现存疑，恐将落空，四季度又转弱淡季，因此下半年消费难有起色。

短期内国外市场由于供应端问题，LME 三月期铅价格走强，对国内铅价形成提振，但 7月份之后

待 Port Pirie 复产，供应恢复、需求乏力，警惕伦铅价格高位回落对国内铅价的拖累。

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国内消费端趋势性转弱是铅价面临的主要压力，下半年铅价易跌难涨，预计

运行区间在 15000-170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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