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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热点快讯

 银泰资源 42 亿元洽购贵州鼎盛鑫 83.75％股权 扩充铅锌资源储量

9 月 25 日晚，银泰资源发布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董赢、柏光

辉合计所持贵州鼎盛鑫 83.75%的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42 亿元。公司股票 9月 26 日复牌。根

据重组方案，银泰资源拟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为 12 亿元左右，剩余交易对价以公司向交

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83.75%的股

权，进而间接持有赫章鼎盛鑫 67%的权益。

 科华控股：未来考虑设立氢能源燃料电池研究中心

9 月 26 日，在第四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上，科华控股与清能股份就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江苏科华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科华动力拟进行氢燃料电池车载动力系统

配套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科华控股董事长陈洪民表示，未来公司考虑成立氢能源燃料

电池核心零部件研究中心，致力于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氢能源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

坚瑞沃能供货中国铁塔，欲借储能电池“翻身”

近日，坚瑞沃能发布公告称，其与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就“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的供货及相关商务事宜合作，坚瑞沃能向航天

柏克提供沃特玛品牌电池、pack 厂产线加工及综合实验室服务，联合打造中国铁塔优质供应

服务商，合作时间为 5年。

期货市场评述：

行情概述：日内沪铅 1911 合约开于 16995 元/吨，盘初沪铅多头离场，沪铅下挫，尾盘报

收于 16855 元/吨，涨 10 元/吨，涨幅为 0.06%，持仓量减少 4248 手至 56170 手。

技术面：沪铅录得长上影小阴线，暂处于布林轨下轨，上方抛压位较重，夜间预计沪铅或

将围绕五日均线附近震荡。

基本面：冶炼厂长单供应，散单报价寥寥，现货市场贸易商库存有限，出货意愿平平；再

生市场，日再生利润为 817-872 元/吨，铅价微涨，再生铅现货价格基本维稳，仅部分地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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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调 25-50 元不等，电池厂节前备货进入尾声；下游备库积极性稍有减缓，部分逢低采购厂

提货源。

现货市场跟踪：

期货价格
1910:1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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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0 10-20

江浙 万洋 1# 16990 10+0

广东 南方 1# 16980 10-10

上海市场，驰宏 10-20；南方 10+0~10+20；沐伦 10+0。今日沪铅早间小幅回落，但受河

北再生停产等影响，铅价维稳运行，冶炼厂仍以长单出乎为主，贸易商货源整体报价维稳，多

对 10 月平水报价，早间最低有报至 10-20，月末部分贸易商出于回笼资金，有少量国产有贴

水成交，而下游除少量尾货，节前补库基本完成，日内询价积极性下降，逢低询价，整体成交

一般；江浙市场普遍平水报价，下游询价意愿平平，部分选择厂提货源，仓单成交下降；再生

市场，安徽再生精铅报价 15700-15750 元/吨，今日再生利润为 817-872 元/吨，铅价微涨，再

生铅现货价格基本维稳，仅部分地区小幅上调 25-50 元不等，电池厂节前备货进入尾声，再生

出货较前段时间相比，成交有所减弱，而北方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范围进一步扩大，再生炼厂

陆续有停限产情况，短期再生精铅供应有缩量；进口市场暂无报价。

LME、SHFE 期货库存（单位：吨）

期货市场 库存 较前一日涨跌

SHFE 12282 —1258

LME 70300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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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市场，南储南方 10-10~10+20，冶炼厂保持长单出货，现货市场散单到货有限，持货

商库存低，报价积极性不高，部分选择观望，下游仅逢低采购，主要接厂提或较多。

湖南市场，散单暂无报价，水口山贸易商货源自提报 16955 元/吨，反映下游补库积极性

尚可；河南市场散单无报价，豫光厂提有贸易商报价 17000 元/吨，炼厂库存偏低，长单出货

为主，下游按需接货，整体成交一般。

还原铅市场：

河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50-15200 元/吨，均价为 151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200 元/吨。

江西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350-15400 元/吨，均价为 153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700-157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350 元/

吨。

山东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150-15200 元/吨，均价为 15175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6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在 15200 元/吨。

河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200-15300 元/吨，均价为 152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7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200 元/吨，部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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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保限产，暂不接散单，长单供应为主。

安徽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250-15350 元/吨，均价为 1530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700-1575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300 元/吨。

湖南地区：今日还原铅主流报价区间在 15300-15400 元/吨，均价为 15350 元/吨。某炼厂

今日精铅不含税报价在 15700 元/吨出厂；某炼厂今日还原铅不含税报价 15350 元/吨，反映市

场还原铅供应尚可，出货情况较前两天转弱。

下游废电瓶市场：

20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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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0-8900 平 8100-8150 平 8300-8350 平

河南 8800-8850 平 7850-8100 -50 7850-8100 -50

河北 8800-9050 平 8050-8250 平 8050-8250 平

山西 9020 平 8100-8200 平 8100-8200 平

江苏 9000 平 8250 平 8250 平

山东 8800 平 8000 平 8000 平

江西 8900-8950 平 8100-8200 平 8100-8200 平

湖北 8880 平 8200 平 8200 平

湖南 9100 平 8300 平 8300 平

贵州 9050-9150 平 8250-8300 +50 8250-8300 +50

宁夏 8700-8900 平 7900-8300 平 7900-8300 平

重庆 8900-8950 +50 8050-8100 平 8050-8100 平

广西 9000 平 8250 平 8250 平

广东 8900-8950 平 8100-8150 平 8100-8150 平

云南 9000 平 8050-8150 平 8050-815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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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 9000-9100 平 8200 平 8200-8300 平

新疆 8400 平 7650 平 7650 平

日内沪铅主力区间盘整，再生铅市场原材料价格维稳为主，今日均价分别为废电动 8935

元/吨，去水大白 8150 元/吨，去水黑壳 8165 元/吨。据我的有色网调研，今日河南地区水电

又有下调，目前济源、安阳均有再生炼企限产停产，市场废电瓶货源增多，故炼企压价收货；

贵州地区有企业反映国庆前要备库存，随铅价涨跌调整价格以满足收货量；重庆地区废电动价

格上调 50 元/吨，在市场均价范围内；了解到济源新增停产和限产 50%的企业，安徽太和县几

家再生炼企已经停产，界首区域内的仍在正常进出货。今日废电瓶市场整体成交尚可，预计明

日废电瓶价格变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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