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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太和、界首）再生铅产业园调研报告 

调研对象与目的： 

此次调研选择安徽省境内太和以及界首两地内的再生铅产业园进行走访，该产业园内建

有铅酸蓄电池企业以及再生铅生产企业，并且当地政府规定，产业园内的一些中小型的

企业必须与上市公司进行合作，或重组并购以获得技术或是资金上的支持。而这也使得

目前产业区内大多数企业具有目前国内而言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在产能规模上也属

于前列。故而对该地区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对于了解全国范围内再生铅产业园的情况有着

相对较高的参考价值。 

 

未来铅产业链影响展望： 

基于此次调研所观察到的情况，对于当下再生铅乃至整个铅产业链未来所可能产生的影

响做出如下展望： 

· 国内再生铅企业的集中度以及生产合规性的提高已经是不可逆之趋势。 

· 对于未来生产再生铅所需的重要原料废旧电瓶的供给情况而言，将会是未来铅产业

链中最有可能出现供需矛盾的一个环节。 

· 针对上述调研地区而言，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时间之内，该地区的产量恢复情况也

将直接影响到市场上的铅供需变化。（前提是废旧电瓶供需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矛盾） 

· 当下对于再生铅企业而言，可以选择采购废旧电瓶进行再生铅生产，同时也可以采

取购买粗铅并进行精炼。而倘若未来国内废旧电瓶供给出现紧缺的情况下，则也可

能存在企业从国外进口粗铅的可能性。此次调研中便已经接触到正在逐渐等待此机

会的贸易商，并且据了解就当下情况而言，粗铅的进口盈利窗口相较于 1 号铅有更

大打开概率。这或将使得原先对于进口依存度较低的铅品种在未来的进口依存度出

现较为明显的提高。 

 

 

 

 

 

 

 

 

 



华泰期货|再生铅专题                        

2019-05-20                                                                  2 / 11 

调研背景 

国内再生铅产量占比持续上升 

自 2016 年供给侧改革以来，随着全国各地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不断加大，再生铅产能占比

逐渐呈现出走高的态势，并且这样的趋势在未来料想将会成为常态。目前国内的再生铅占

铅品种总供给比例不超过 50%，大致在 40%至 45%左右的水平之间。这与世界范围内发达

国家该比例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在 2017 年内，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再生铅产量总数约为 260 万吨，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

历了 2016 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整顿之后，其中规模以上再生铅企业产量占比同样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上升，达到了 200万吨左右的水平，这与 2015年之前的情况呈现出了较大的变化，

而相应地，对于那些“三无”炼厂所产出的产量而言，则是出现了迅速的下降，从 2015 年

的超过 120 吨的水平下降至 2017 年的不足 60 万吨的产量，而根据 SMM 预计，2018 年“三

无”再生铅企业产量将会下降至 30 万吨左右的水平。这也同样说明了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

稽查方面的努力，正在使得我国再生铅行业的运营趋于更为规范以及环保的方向发展。 

                         

图 1： 国内三无再生铅产量                单位：吨    图 2： 国内再生铅产量占比   单位：左轴（吨）右轴 %                    

 

 

 

数据来源：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再生能源研究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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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国内再生铅重点产能概述 

  集团                 原料（废电池）处理能力                            再生铅产量                  备注 

       新春兴             徐州 85 万吨+江阴 10 万吨=95 万吨                        60 万吨                  全部在产 

       华铂               一期 36万吨+二期 60万吨=96万吨                         60万吨         隶属南都电池 二期已投产 

       骆驼    湖北金洋 20 万吨+楚凯 10 万吨+江西金洋 10 万吨+广西 15 万吨=55 万吨   35 万吨                   全部在产 

      豫光金铅             河南 32 万吨+江西 18 万吨=50 万吨                       33 万吨                   全部在产 

       大华                一期 18 万吨+二期 30 万吨=48 万吨                       32 万吨       理士电池控股 二期正在投建 

      尚上方              金宇晟 18 万吨+港安 18 万吨=36 万吨                      23 万吨           京津冀仅有的在产项目 

      合计：                   450 万吨                                          288 万吨        约占总产能 60%以上 

                                                                                                约占在产产能 75%以上                                             

资料来源：CMRA 华泰期货研究院 

 

目前就我国再生铅产能分布而言，主要集中在安徽、贵州、河北、河南、江苏、江西这些

省份，而其中安徽省始终为国内再生铅产能占比最大之省份，并且目前在安徽省内的太和

以及界首境内近年来新建了各类产业园区，其中无疑也包括再生铅产业园区。在产业园区

内建设有再生铅生产基地以及国内大型铅酸蓄电池企业。覆盖了铅产业链中下游。实现了

蓄电池企业与再生铅企业的密切合作以及高效并且符合环保要求的生产条件。 

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于环保要求的不断重视，多数园区内企业目前均面临技术整改

的需要。此外，由于产能的集中化，使得目前太和与界首两地生产所需消耗的废旧电瓶逐

渐呈现出紧缺的状态。而这其中则又涉及到废旧电瓶回收体系仍然存在较多瑕疵的问题。 

因此，园区内企业对于未来企业发展的规划以及如何应对未来可能会遇见的问题，同时对

于当下新国标的正式落地对于铅酸蓄电池乃至整个铅产业链的影响究竟如何是此次调研所

需关注的重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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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再生铅产能分布示意图                 

 

 

数据来源： SMM 华泰期货研究院 

 

目标调研企业 

此次调研选择安徽省境内太和以及界首两地内的再生铅产业园进行走访，该产业园内建有

铅酸蓄电池企业以及再生铅生产企业，并且当地政府规定，产业园内的一些中小型的企业

必须与上市公司进行合作，或重组并购以获得技术或是资金上的支持。而这也使得目前产

业区内大多数企业具有目前国内而言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在产能规模上也属于前列。

故而对该地区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对于了解全国范围内再生铅产业园的情况有着相对较高的

参考价值。 

 

铅酸蓄电池企业一： 

企业基本情况：铅酸蓄电池产量大致在 22 万吨/年，并且总体产能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情况，

2017 年与 2018 年，产能平均增长率为 20%。公司所生产的铅酸蓄电池产品性能好，每组

电池都有二维码，产品可追溯，云电池加芯片。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出口较少。 

企业生产耗铅量：按照调研时所了解到的情况估算，目前该企业满产的日耗铅量大约在 800

吨/日，铅的价格占成本的 60～70%左右。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之影响：影响较小，主要原因是该厂区当前所生产的蓄电池多以应对农

村地区被广泛使用的三轮电动车为主，而非二轮电动自行车，故此受到今年 4 月 15 日所实

施落地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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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概述：2018 年实现 72 亿销售额，并且企业相关人员表示，未来 3 年可达到 100

亿，资金周转 10 到 15 天。一个月电费 1000 多万，人工与管理费用基本也在 1000 万元左

右。净利润水平并不算很高。 

销售情况：市场主要分为主机厂与更换市场。零单比例更大。主要靠代理（大区-省级-市级

-县级）。 

废料回收：回收需要资质以后，经销商可以拿天能集团的资质回收废电瓶。 

政策支持: 土地优惠，税收支持 

采购：70-80%用回收铅；进口哈铅、高丽亚铅也会用一点。原生铅与再生铅使用几乎没有

区别。220 吨/日用在合金上。原生铅中豫光、金利用的相对较多。 

库存：原料库存维持在 2-3 天，目前 2800 吨。不能超过 3 天库存，集团有考核。成品库存

不多。7-8 天库存，0 库存也有。看明年趋势，会随之增减。专门由总部战略指挥中心给出

建议。常备库存（生产循环）1 万吨。 

销售：市场主要分为主机厂与更换市场。零单比例更大。主要靠代理。60 亿销售额，未来

3 年可达到 100 亿。 

企业观点：认为新国标的影响不是很大。铅酸电池发展前景不错，安全性好，锂电的安全

性存在一定问题，未来难以被替代。 

不确定因素：由于所走访企业为铅酸蓄电池生产厂区，而并非负责贸易以及销售的部门。

故此对于市场的观点以及判断也或许存在片面之处。 

 

再生铅生产企业一： 

企业基本情况：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金 17568 万元。是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以废

旧蓄电池回收、冶炼、精深加工为主导的集团企业，主要产品粗铅、精铅、合金铅、氧化

铅、电解铅。占地 188.9 亩。生产工艺：自动拆解+氧气侧吹熔池熔炼还原工艺；主要设备：

氧气侧吹熔池熔炼炉和自动拆解机。14 年开始技改，目前基本改造完，还有一些技术细节

需处理，主要的燃料湿天然气和氧气。  

生产情况：年产能 12 万吨，最大可达到 20 万吨。主要生产精铅，还有少部分合金铅。在

此前的环保回头看期间内也受到停炉的影响。并且目前正在进行脱硫改造。，改造完成后产

能可达到 33 万吨 。当前基本改造完，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处理，不过 2 条线目前仍处于

停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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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长单结合散单的模式，不过长单占一半，长单主要供给某家国内大型铅酸徐单吃企

业，价格稍低，长单一般签一年。 

原材料采购：采购半径原味 1000 公里左右，覆盖至浙江温州、杭州，调研时废旧电瓶价格

约为 9200 元/吨左右，采购得废电瓶基本不带票。一个月打 4 次账，每个礼拜打一次。 

库存：废电瓶 1 万吨库存，备库 7-10 天左右。成品库存基本上没有，由于产业园内企业相

互关联均较高，故此出货暂时并不是主要问题，反倒是未来对于足量的废旧电瓶的采购后

续将会成为较为棘手的难题。 

废旧电瓶及酸处理：每天处理 400 吨水电池，水电瓶的利润大（因为硫酸没地方排）。水电

解主要是矿铅，要求更高，企业更倾向于火法电解。 

企业观点：太和、界首地区的再生铅产能扩得很大，废电瓶收购是重难点。掌握再生铅原

料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再生铅生产企业二： 

企业情况：此前该企业刚完成技术改造，技改前员工有 200 人左右，而在技改后则需要达

到 300 人。预计技改后正常年份销售收入达 40 亿元，利税 5 亿元。 

产能情况：公司在技改前产能为 6 万吨电解铅，4 万吨合金，10 万吨火法。设计标准产能

16 万吨。目前技改花费约 7 亿资金。技改后总体产能最大值可以达到 28 万吨。废电池拆

解能力可以达到 30 万吨。 

原料采购：还原铅基本在河南采购，不缺粗铅；河南、山西、陕西采购还原铅。目前废电

瓶采购较为紧张，此前部分电瓶可以从江西采购，但现在基本被截流，倘若需要采购需以

高出市场价 150 元的水平进行采购。 

销售：现在市场的情况下贴水多，是因为货源相对充裕。最近产业园内蓄电池企业采购、

生产稳定，铅锭市场货源挺多。精铅利润在 100-200 之间。 

设备：采用中南大学自主研发的国内目前最为先进的富氧侧吹熔炼技术。 

库存：产品备货 4-5 天，正常情况下是 1000 多吨左右粗铅库存。 

生产成本：废电瓶到粗铅的冶炼成本：天然气 140 方/时，220-240 方/时，100 元电费/炉，

300 元工资/炉，400 元/煤一炉 200 元铁末/炉。一炉，6 吨 2 个半小时。粗炼到精炼 350-400

元左右的成本。 



华泰期货|再生铅专题                        

2019-05-20                                                                  7 / 11 

企业观点：现在不满产的原因不是因为环保，而是因为收不到粗铅。这两年经常停产，整

个园区都是这种情况。很少有满产的情况。而粗铅排放不能超，所以停产技改。危废证今

年 9 月份到期。 

环保压力：标准不统一，一些低成本企业仍在生产。 

 

再生铅生产企业三： 

企业概述：该企业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国内领先的再生铅综合处置解决方案提供

商，是国家倡导的资源再生利用型企业。专业从事铅基系列合金制造与研发。公司拥有标

准化生产车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优质的检测设备，先进的环保配套设施。先后被评为

“重点培育工业品牌企业”、“安徽十佳再生资源企业”等。但目前企业员工仅有 40 余人，

辞工 120 人左右。 

产能概述：目前标准设计精铅产能 10 万吨，实际产能可达到 16 万吨。新加一条生产线，

预计投入资金 2 亿左右，计划标准产能增至 20 万吨，预计二期投产时间在明年，还未做环

评。 

生产现状：技改前粗炼主要用煤炭，2017 年 6 月环保整改之后都改用了天然气。但是 2017

年冬季天然气限能，导致企业不能满负荷生产，时间持续 1 个半月，影响产量达 40%以上。

满负荷生产时，600 吨/日精铅产能。多给天能、超威供长单，长单占销售 70%左右。目前

由于粗铅冶炼环节三级脱硫技改问题，“环保回头看”已叫停粗铅生产；精铅产能，目前

200 吨-300 吨/日，以散单为主，一般提前 2 天签订订单。精铅采用半自动浇铸，精铅外观

不佳，飞边毛刺较多。 

生产成本：粗铅到精铅的成本要 600-700 元/吨，成本基本上是固定的，不会因产能的增减

而增减。 

库存：粗铅以及精铅库存共在 600 吨左右。 

采购：粗铅外购较多，正常生产时粗铅 20%来自于外购，一般货源来自山东河南等地，在

私人处也有采购，最近的采购价格在 16500～16700 元/吨，为避免成本积压，还原铅库存

基本维持在 2 天；粗铅并不好买。精铅产能低主要与粗铅难采有关。 

销售：基本都做订单，以销定产，采销对应，订单基本提前两天，采购与销售基本都不备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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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观点：企业技改贷款方面，没有政府特别支持，靠企业自身解决，企业压力是非常大

的。增值税降税对企业税负没有影响，因为企业本身是有政府退税的。顺达目前最大的问

题在于还没有找到合作的上市公司，处于停产状态。 

 

再生铅生产企业四： 

企业概述：企业新增年产 16 万吨再生铅冶炼改扩建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 54 亩。购置国

内先进的全自动废旧铅酸蓄电池自动拆解设备、密闭负压富氧侧吹熔炼系统、火法精炼系

统等生产设备；并配套建设供电、给排水、消防、道路、绿化、环保等设施。 

生产情况：废电瓶到粗铅 900～1000 的成本，粗铅到精铅加工费 450 左右，预计投资 5 个

亿。预计年底投产，技改后产能预计达 20～30 万吨。 

生产成本：据企业了解，目前从废旧电瓶拆解直至生产出再生精铅的成本约为 9000-1000

元/吨，而从粗铅生产至精铅的成本约为 450 元/吨。 

原料：粗铅采购不带票的占多数，河南河北地区采购较多，还原铅近期不好采购。 

 

总结： 

在太和以及界首地区的再生铅产业园内，再生铅企业目前集体进行技术升级，并且目前多

以与下游蓄电池企业进行合作。近年来，并购重组的情况相对普遍，并且当地政府也要去

在当地原来进行再生铅生产的企业均需找到合适的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以及合作。 

而在这样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之后，无论是地理运输优势、政策税收优势，还是生产成本优

势、产业集中区位优势，在全国无出其右。技改之后，对于有价值的原材料，包括塑料、

锡、磷、硫酸、贵金属等都将吃干榨尽，提高产业附加值。并且，无论是主产品精炼铅品

质可以达到 1#铅的国标、与原生铅几乎没有区别外，每吨的生产成本也将大幅降低，尤其

是较原生铅企业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在该地区再生铅技改完成后，再生铅产能或将爆发式的增长，产量占全国的比例将能够成

为左右国内铅价的重要因素。该地区各企业技改完成时间各不相同，再生铅产量恢复需要

一定的时间。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时间之内，该地区的产量恢复情况也将直接影响到市场

上的铅供需变化。 

此外，在升级改造之后，环保标准将完全能够与国有大型原生铅企业的环保标准处在同一

水平上，环保因素将不再是制约该地区再生铅产业发展的因素。唯一能够限制该地区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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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企业产量的因素主要是废电瓶的供应水平与天然气冬季限能的问题。安徽地区，无论是

再生铅企业还是蓄电池企业，未来，都将会拥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相关问题： 

不过在这样的看似相对较好的前景的情况下，目前在产业园区内也同样存在相应的有待解

决的问题。 

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则是再生铅生产企业对于未来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废旧电瓶的采购从

而保证其正常的生产。因为按照未来产业园产能规划来看，之后为保证产业园内的企业的

正常生产，每年至少需要 300 万吨以上的废旧电瓶，而这已经接近了全国每年报废的废旧

电瓶的二分之一左右。并且这其中便又涉及到对于废旧电瓶的回收这一始终在探讨，却还

依然存在的话题。主要原因是代理商与蓄电池企业相互责任关系的脱节，使得大型蓄电池

企业无法保证能够从其代理经销商处回收足够的废旧电瓶从而确保产业园区内的正常生产。 

此外，行业普遍的利润水平偏低并且随着产业园规模的扩大，或许在未来仍有被进一步压

缩的可能性。而这样的情况也使得部分参与者对于未来企业的发展并不是十分充满信心。

而这或许会使得未来园区内产能空置的情况加大。 

   

图 4： 未来铅酸蓄电池报废量预计        单位：万吨    图 5： 废旧铅酸蓄电池含铅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再生能源研究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 中国再生能源研究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未来铅产业链影响展望： 

基于上述调研的结论，对于当下再生铅乃至整个铅产业链未来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如下

展望： 

· 国内再生铅企业的集中度以及生产合规性的提高已经是不可逆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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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未来生产再生铅所需的重要原料废旧电瓶的供给情况而言，将会是未来铅产业链

中最有可能出现供需矛盾的一个环节。 

· 针对上述调研地区而言，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时间之内，该地区的产量恢复情况也将

直接影响到市场上的铅供需变化。（前提是废旧电瓶供需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矛盾） 

· 当下对于再生铅企业而言，可以选择采购废旧电瓶进行再生铅生产，同时也可以采取

购买粗铅并进行精炼。而倘若未来国内废旧电瓶供给出现紧缺的情况下，则也可能存

在企业从国外进口粗铅的可能性。此次调研中便已经接触到正在逐渐等待此机会的贸

易商，并且据了解就当下情况而言，粗铅的进口盈利窗口相较于 1 号铅有更大打开概

率。这或将使得原先对于进口依存度较低的铅品种在未来的进口依存度出现较为明显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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