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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浙江制定智能汽车发展规划 未来五年产值计划破万亿元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浙江省智能汽车创新发展规划（2020-2025）》，提出到 2022

年，全省基本形成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智能设施、智能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智能汽车及关联

产业产值突破 8000 亿元。到 2025 年，智能汽车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万亿元。

长安汽车三季度营收增长 7.25%，研发收入持续增加

长安汽车第三季度营收为 152.4 亿元，同比增长 7.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2 亿元，同比增加 5.61%；前三季度累计营收为 451.15 亿元，同比下降 9.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则为-26.6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328.83%。

10 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4.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的 10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4.2%，较上月回升 0.4

个百分点；中国仓储指数为 50.9%，较上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回升，物流需求仍

较旺盛。10 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3.2%，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显示出物流需求仍较旺盛，

能够支撑物流业保持在适度增长区间。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2 合约开于 16455 元/吨，盘初沪铅弱势运行，探低至 16410 元/

吨。后沪铅围绕 16445 元/吨位置窄幅震荡，报收于 16470 元/吨，跌 65 元/吨，跌幅为 0.39%，

持仓量增加 536 手至 59426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小阴线，摸低至 16410 元/吨位置，沪铅技术面偏弱运行，短期沪铅或

下方寻求支撑位。

基本面：原生冶炼厂散单惜售，报价寥寥，部分华南地区厂提维持大贴水出货，现货市场

贸易商报价较为混乱。今日再生利润为 504-557 元/吨，再生现货价格小幅跟跌，精铅出厂贴

水变化不大；贵州地区受环保影响，部分企业开始停限产，具体影响仍在持续跟踪。下游刚需

有限，日内遇跌询价意愿下降，低位接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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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1:16530 元/吨

现货市场价格（元/吨）

地区 品牌 牌号 现货升贴水

上海 驰宏 1# 16480 11-50

江浙 铜冠 1# 16530 11+0

广东 南华 1# 16420 11-110

上海市场，驰宏 11-50/12+50；沐沦 11-30；南方 11-20。今日期铅维持偏弱震荡，贸易

商报价较为混乱，部分为出货积极下调报价，但下游消费低迷，日内原生市场成交依旧偏清淡；

江浙市场仓单普遍报在 11+0~11+10 之间，贸易商价格维稳，下游接货意愿一般，整体成交欠

佳；再生市场，安徽报价 14900 元/吨（不含税），今日再生利润为 504-557 元/吨，日内铅价

微跌，再生现货价格跟跌，部分精铅出厂贴水变化不大，早间贴水在 600 元/吨附近下游电池

厂接货意愿较高，日内成交有限。据 Mymetal 了解，贵州地区受环保影响，部分企业开始停限

产，具体影响仍在持续跟踪；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广东市场，南华厂提 16420 元/吨；南储金贵 11-50；云沙送到佛山 16525 元/吨。期铅低

位盘整，贸易商日内报价随行就市，整体出货积极性一般，日内再生铅依然维持深贴水，下游

择低优先采购再生铅，原生散单成交有限。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4678 +499

LME 70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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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市场，炼厂长单出货为主，贸易商货源报水口山厂提 16500 元/吨，反映下游采兴不

高，日内需求偏淡；河南市场，炼厂遇跌散单惜售不报价，贸易商货源价格维稳，今日报在

16475 元/吨，下游观望居多，原生散单成交延续弱势。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300-14350 元/吨；均价为 1432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700-147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300 元/

吨，反映市场货源供应尚可，成交不错。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500-14600 元/吨，均价为 14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带票 15900-1605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

报价在 14550 元/吨，反映还原铅炼企畏跌，挺价情绪减弱；下游接货意愿不高，成交有限。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350-14450 元/吨，均价为 144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带票 15900 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400 元/吨，反映还原铅不难采购。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4500-14600 元/吨，均价为 145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49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4550 元/吨，反映

出货略有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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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11-4 主流地区动力废电池报价(元/吨)

电动 涨跌 大白（去水） 涨跌 黑壳（去水） 涨跌

安徽 8650 -100 7950 -100 8100-8150 -100

河南 8600-8650 -40 7900-7950 -25 7900-7950 -25

河北 8700-9000 平 7950-8200 平 7950-8200 平

山西 8750 -50 7950-8000 -50 7950-8000 -50

江苏 9000 平 8250 平 8250 平

山东 8750 平 7950 平 7950 平

江西 8600-8700 -75 7950 -25 7950 -25

湖北 8700-880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湖南 8800 -100 8000 -100 8000 -100

贵州 8800-8850 - 8100-8150 - 8100-8150 -

宁夏 8500-8550 平 7900-7950 平 7900-7950 平

重庆 8700-8750 -100 7700-7750 -100 7700-7750 -100

广西 8700 平 7980 平 7980 平

广东 8700-8750 平 7900-7950 平 7900-7950 平

云南 8750 +50 7850-7950 +50 7850-7950 +50

内蒙 8700-8800 -50 8050-8100 -50 8050-8150 -75

新疆 8600 平 7700 平 7700 平

日内现货铅微跌，再生铅的原材料废电瓶价格整体下行，部分企业为周末期间调整，且有

企业因收货不好上调价格，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740 元/吨，去水大白 7995 元/吨，去水黑

壳 8015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安徽地区某炼企周末期间回收价两连跌，反映目前收货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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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且库存充足；河南、山西地区价格跌幅较小，河南地区环保限产中，企业需求量减少；江西

地区近期价格几乎与河南地区走平，并有企业复产；湖南地区上周末挺价收货了一段时间，但

反应成交依旧一般，今日降价回归市场均价；贵州地区今日省环保组到访，企业几无报价与进

货；云南地区则为成交提价，反映市场流通货源少，低价难采。今日市场整体成交略有好转，

预计明日废电瓶价格为保证成交或维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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