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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动

钕铁硼行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 钟志敏

在经历企业业绩普遍下滑后，2014年永磁

材料再次引起业内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2014年宁波钕铁硼国际会议上了解到，由于风

电、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强劲需求，稀土

永磁材料发展将获得有力推动，稀土应用增长

最快的将是永磁材料。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国

家稀土大集团组建步伐加快，以及稀土收储预

期，稀土价格有望趋于稳定，利好永磁材料上

市公司。

钕铁硼迎来新机遇

稀土永磁是战略新兴产业中应用量大、对

相关产品性能、 效率提升明显的重要材料，其

应用范围和应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

国家的高技术发展水平。

“最近钕铁硼成为稀土行业中最受关注的

材料，主要由于国家对环保、节能日益重视，而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较

为广泛，发展潜力巨大。 ”一位参会嘉宾表示。

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今后稀土应用增长最快的三个领

域分别为永磁、石油催化裂化、汽车尾气净化，

预计到2018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1%、8%和

6%，涉及的稀土元素有镧、铈、镨、钕和镝。

一位参会企业家认为，以风电、新能源汽

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强劲需求，将有力推动

稀土永磁材料的科研、生产和销售。 以风能为

例，张安文表示，与传统齿轮箱比，永磁直驱机

组年成本略高，但发电量能提高3-5%，低电压

穿越能力强，并网比较容易。 而且永磁直驱机

组故障较少、维护成本比传统齿轮箱降低20%。

摩根斯坦利预计，今后永磁直驱将占海上

风电装机的70%；2015年全球永磁直驱将占全

部风电机组的15-20%。

而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预测 ， 在

2013-2017年期间，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实现

翻番， 到2017年达到536GW； 年新增容量从

2013年的40GW，增长至2017年的61GW。 亚

洲将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五年内约

装 机 112GW， 到 2017 年 底 总 容 量 超 过

200GW。

申万研究报告预计，2014年风电用钕铁硼

需求量为4074吨，同比增速为28%。“此外，起

重机械、采油泵用电机、磁选机、电动工具、轨

道交通， 特别是工业用各种类型稀土永磁电

机、微特电机都对稀土永磁材料的需求数量也

将有稳定增长。 预计5年后中国稀土永磁需求

将达15万吨。 ” 张安文告诉记者。

企业业绩下滑明显

在业内普遍看好永磁材料的同时，2013年

永磁材料上市公司的业绩令人尴尬。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3月5日，5家

磁性材料上市公司公布年度业绩预告，3家扭

亏，1家预增，1家预减和1家首亏。

分析师表示，稀土永磁企业的业绩与市场

需求有很大关系。“横店东磁预计净利润增幅

较大，是因为公司其他业务有所发展。 而降幅

最大的太原刚玉，其净利润的降幅就与市场需

求低迷有关。 ”

横店东磁2013年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预

计，2013年净利润达到2.5亿元-2.8亿元，实现

扭亏，一是因为未有大幅计提；二是2013年公

司永磁铁氧体9材系列产品在销售额中比例大

幅提升；三是公司太阳能事业部市场开拓有所

进展。

太原刚玉预计亏损1.2亿元-1.5亿元，净利

润跌幅达1128%。 公司表示，业绩下降原因是

钕铁硼产品受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旺影响，产品

销售价格同比下降，毛利率降低。

造成市场需求低迷很大的原因是产能过

剩。 据统计，2013年中国钕铁硼产能增幅为

10%，达到33万吨以上，而需求预计在8.5万吨

以下，产能过剩成为阻碍钕铁硼企业前行的一

座大山。

“下游产业链需求不足， 导致钕铁硼产能

堆积，再加上企业对市场缺乏了解，盲目扩张，

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导致行业出现了极度

过剩的局面。 ” 一位钕铁硼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而最为关键的是中国钕铁硼行业技术水

平落后，中低端产品竞争激烈，当前低端产能

利用率仅有30%。 ”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虽然

中国钕铁硼材料产量占比快速增长，目前接近

全球90%， 但高性能材料占比不到总产量的

20%，在全球仅占40%左右。 而高端产品的价

格大约是低端的3-5倍。 ”

行业整合有望提速

近两年来， 稀土行业经过一系列兼并重

组，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包钢集团、中国五矿、

中铝公司、广东稀土、赣州稀土和厦门钨业6家

企业主导的行业发展格局。 而工信部在今年1

月部署进一步加强稀土行业兼并重组、治理整

顿工作时曾明确表示， 未来将重点支持上述6

家企业分别牵头进一步推进兼并重组，组建大

型稀土企业集团。

盛和资源3日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盛

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于2月28日与中国稀有稀

土有限公司、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

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盛和稀土托管公

司）就稀土产业整合、稀土矿开发、冶炼分离等

方面开展战略合作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业内人士表示，四川稀土资源整合的难度

较大，既有本地的龙头企业盛和资源，又有四

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子

公司）和乐山有研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有研

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此次合

作，意味着四川稀土整合路径明确，国家稀土

整合步伐开始提速。

至此，各大稀土龙头企业整合区域基本明

确。包钢集团整合内蒙古、甘肃和山东稀土，赣

州稀土整合江西稀土， 广晟有色整合广东稀

土，厦门钨业整合福建稀土，五矿集团整合湖

南稀土，中铝整合广西和四川稀土。

“稀土大集团组建对打击非法走私稀土，

稳定稀土价格具有重要作用，对永磁企业是利

好。 由于永磁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取决于日本，

原材料成本成为永磁高端产品价格高低的重

要因素。如果中国非法开采稀土现象能够得到

抑制，稳定稀土价格，就能进一步提升国内永

磁企业的竞争力。 ” 上述分析师进一步表示。

分析师表示，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氧化钕

镨的波动范围在25万-40万元/吨之间， 过去

两年也都在这个范围，低于25万元将会触及国

家对稀土的定价底线， 从而触发政策保护，高

于40万元，下游需求将会萎缩。 目前对价格最

敏感的需求领域为风电和节能家电。

原油强势难敌成品油疲软

油市回暖或待3月下旬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自2月27日发改委调价政策落实后，国内主

营单位纷纷上调成品油价格。 但中国证券报记

者发现，从调价第二日开始，多数主营单位开始

转手下调成品油售价， 成品油市场疲软态势尽

显。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油市企稳

或要等待3月下旬。

开工欠佳致低迷

根据机构提供的数据，虽然2月底迎来今年

首度成品油价格上调，但是截至3月4日，国内主

营单位93#汽油车提批发均价为9266元/吨，与2

月27日均价持平；0#柴油车提批发均价为8129

元/吨，较2月27日下跌18元/吨。

卓创资讯相关分析师对记者表示，自2月27

日发改委调价政策落实后， 国内主营单位积极

上调成品油价格，然从调价第二日起，由于成品

油需求市场异常低迷， 多数主营单位不得不再

度转手下调。

隆众石化网分析师张萌对记者表示， 即便

在上调当日，中石油、中石化等主营单位也只是

挂牌价格上涨，实际成交价并没有上涨。

张萌介绍说，市场无法与发改委“同步”

上调成品油价格，与低迷的需求有关。 国内成

品油市场近来需求持续萎缩， 主要是受到两

方面影响。 一方面，刚刚进入3月份，各地气温

依旧偏低，汽油市场需求有限；另外一方面，

受春节、 雨雪天气以及政府的有关治理环境

污染和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各

地工况基建开工情况欠佳， 导致汽柴油市场

需求低迷。

3月下旬或有转机

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目前成品油市场

整体库存消化缓慢， 主营商皆以消化前期库存

为主。为缓解日渐增长的库存压力，北京、广东、

陕西等部分地区主营单位开始降价促销， 或增

施量大优惠的政策。

该人士指出，目前汽柴油主营销售公司批发

环节利润表现不佳，其中华北、华东及华南等个

别市场的销售公司以低于大区调拨价的价格销

售汽柴油， 相当于批发环节处于小幅亏损状态。

即使如此，市场仍成交萎靡，社会单位库存高，短

期内补库需求下滑，多以消化自身库存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 近来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

之间的局势越发紧张， 市场对于后期原油供应

产生疑虑，导致原油期货近来大涨，现货价格也

迅速跟涨。 根据中宇资讯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本

轮计价周期第四个工作日， 模型测算估测原油

现货均价为108.913美元/桶， 较基准价上涨

0.140美元/桶，原油变化率为+0.13%，成品油调

价趋势逆转，暂为上行。

中宇资讯分析师高承莎向记者分析说，中

国最新出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目的为遏制投

机，尽管在市场中多次面临“尴尬” ，但通过运

行1年多来的实践来看，的确避免了忽涨忽跌的

市场混乱。

对于成品油市场后市，业内人士表示，终端

需求提升不能一步到位。 通常而言，过完春节1

到2个月内需求会慢慢恢复， 随着后期天气转

暖，用油单位将陆续开工，待下游消化库存到一

定程度时，成品油市场或将有所好转，但时间节

点或要等到3月下旬。

两部门开展节能减排科技行动

□本报记者 李香才

科技部、工信部联合印发《2014-2015年

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方案将围

绕重点行业、 关键领域和典型区域节能减排科

技需求，攻克重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加大关键

领域技术集成应用力度， 提升节能减排相关产

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大规模

应用， 提升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

化水平。

加快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作为主要目标，方案提出，至2015年末，科

技创新对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支撑能力明

显增强， 自主知识产权节能减排技术和装备体

系初步形成， 节能减排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体

系进一步完善， 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

体系初步建立， 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形成规

模效应。

具体来看，突破共性和关键技术150项，相

关关键设备能效提高10%以上， 制修订国家或

行业技术标准100项； 在重点行业组织推广先

进适用技术300项， 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示

范工程100项，应用普及率提高30%；建设20个

国家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具备技术创

新、集成服务和产业化推广能力；形成节能减排

相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个以上，形成一

批节能减排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和创新团队， 完善国家节能减排技术服

务平台。

作为重点任务，方案要求，围绕工业、能源、

交通、农业、建筑、资源环境等相关领域节能减

排和优化升级的重大科技需求， 加快电力、钢

铁、建材、有色等重点行业能源梯级利用、源头

减量化、资源循环利用等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突

破交通运输工具的燃料利用效率、轻量化、尾气

污染物削减等关键技术， 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控

制、小型分散污染物处理等技术研发，加强绿色

建筑与建筑节能新技术、 新材料、 新装备的研

发，推进再生资源利用、生活垃圾和污染能源化

资源化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研究。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在交通领域，方案提出，将重点突破车用

能量型动力电池产业化技术瓶颈，攻克轨道交

通列车再生能量利用和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节

能技术，研究载运工具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控制技术、高效通用航空器发动机技术和航空

器轻量低阻技术，发展节能船型及其关键装备

技术。

方案要求，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在公共交

通等领域的规模化推广示范，结合青奥会等大

型运动会和大型活动，实施新能源汽车示范项

目。 继续推进“十城千辆”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示范工程， 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和产业

发展。

方案还提到大气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要

求结合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需求， 加强

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的集成示范应用， 提高大

气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 开展以治理细颗粒物

(PM2.5)为重点的技术创新示范项目，实施烟气

脱硝、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治理、 机动车污染治

理、清洁生产工艺和绿色产品开发的综合示范，

以及高效燃煤工业锅炉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广。

林州重机

拟建机器人技术中心

林州重机将涉足工业机器人产业。 公司公

告，3月4日， 林州重机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签署了 《共建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程中

心”协议书》。 根据协议，该工程中心将致力于

工业用智能机器人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

研发、产品研制、生产应用等。 林州重机每年度

支付给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民币伍拾万

元作为工程中心的经费。

公司表示， 协议签署有利于公司在工业用

智能机器人方面获取核心竞争力， 促进公司产

业化结构调整，拓展并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对

公司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同日，公司还发布公告，拟将所持有徐州科

博机电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以252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王秀元， 将所持有徐州中矿科光机电

新技术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以4150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王秀元； 同时分别拟以3000万元和

2000万元的价格，受让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

术有限公司、 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持有林州

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60%和40%的股权，受

让上述股权后， 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将

变成为全资子公司。 (王小伟)

楼市小阳春或成色不足

3月小阳春来临， 中原地产经理指数和报

价指数却呈现下跌趋势。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今

年前两个月一线城市涨幅环比全部回落在1%

以内，同比涨幅基本都在20%以内。

中原研究中心认为， 近期因一些城市的新

房传出降价销售的消息， 看空楼市的声音此起

彼伏，市场预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之近期信

贷持续收紧对于需求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影响

显著，双重不利因素影响下，3月份的小阳春可

能成色不足。

目前，一线城市和小部分二线城市的涨幅

过大，掩盖了全国整体房地产市场冲高回落的

趋势。 从全国房地产市场看，很多城市的库存

积压已经非常严重，局部三四线市场酝酿崩盘

风险。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3月份

将是市场风向标。 一方面在于1、2月为传统成

交淡季， 市场积累了充足的潜在需求； 另一方

面，政策对国内楼市影响巨大，“两会” 将为全

年楼市政策“定调” 。

基于目前的市场大环境， 张大伟预计今年

3月40个主要城市新建住宅成交面积将低于去

年同期水平，预期同比跌幅为17.5%。 (姚轩杰)

去年家电网购市场

规模逾1300亿元

3月4日，在第二届中国家电网购高峰论坛

上，《2013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发布。 2013年

我国B2C家电网购市场规模（含手机、平板电

脑）首次超过1000亿元，达到1332亿元，其中，

平板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四类大家电产品

约占25.9%，达到345亿元；空气净化器产品销

售金额达28亿元；手机产品达到786亿元。

《报告》 显示， 家电网购渠道集中度在提

升。京东、天猫、苏宁易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三

者的销售额之和占整体家电网购的90%以上，

其中京东在家电和3C数码领域的市场份额达

到55.6%，首次夺下“半壁江山” 。

具体产品方面，2013年平板电视线上销量

占整体销量的12%，零售额占比达到9.8%。 白

电方面，空调线上市场表现强劲，全年零售量和

零售额双双实现翻番； 洗衣机线上零售量约

300万台， 零售额近42亿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

135%和127%；在大白电中，冰箱线上零售量增

长最快，将近350万台，增幅同比高达140％，销

售额约为61亿元，同比增长145%。 去年国内市

场手机销售突破4亿部， 其中网购市场约5300

万部，占比13%。平板电脑网购市场的销量约为

560万台，占比28%。

2013年家电网上销售出现一些新特点。 首

先，产品档次逐渐向中高端迁移。 其次，价格因

素影响有所下降，物流快捷程度、购物平台的体

验等影响越来越大。 (张玉洁)

推进品牌营销战略

王老吉新版广告语亮相

3月4日， 王老吉在广州召开媒体沟通会，

正式对外发布2014年“品字形” 发展战略，将

从时尚、文化、科技三大板块进行品牌营销战略

部署。 新广告词“怕上火，认准正宗王老吉”同

日正式发布。

王老吉2014年“品字形” 发展战略主要包

括时尚、文化、科技三大板块。 其中，时尚板块，

王老吉将娱乐、体育、影视三管齐下，携手湖南

卫视、央视综艺频道等强势媒体做大娱乐营销，

同时与核心网络平台着力影视推广、 结合巴西

世界杯进行体育营销；文化板块将以“凉茶博

物馆” 为核心，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凉茶文化；科

技板块，2013年6月，王老吉与诺贝尔奖得主穆

拉德博士联手启动了凉茶国际标准研究项目，

有望在2014年显露雏形。

据了解，王老吉新版广告语“怕上火，认准

正宗‘王老吉’ ” 发布是王老吉“品字形” 战略

的首个动作。 品牌专家分析，王老吉新版广告

语继续强调其产品定位，加深与同类产品的品

牌区隔，深化消费者对王老吉品牌历史与品牌

文化的自然联想， 强化其凉茶行业领导者形

象。 (黎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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