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锂盐量紧价涨

锂电池电解液下月大幅提价概率大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锂电池电解液核心原材料六氟磷酸锂（锂盐）自10月份以来高达100%的猛烈上涨，令电解液厂商压力倍增。 锂电池电解液价格虽也有小幅上涨，但难以覆盖六氟磷酸锂成本的大幅上涨，毛利率直线下滑。 中国证券报记者赴一线调研了解到，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1月份，随着老订单的执行完毕和新订单的签订，承受六氟磷酸锂价格快速上涨压力的锂电池电解液价格有望迎来一轮涨价潮。

在上游原材料六氟磷酸锂成本压力一时难以缓解的情况下，向上游原材料延伸，化解成本压力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正成为锂电池行业内共识。 据了解，六氟磷酸锂的扩产周期长达一年半之久，虽然10月份以来各大六氟磷酸锂厂商纷纷扩充产能，但2016年六氟磷酸锂新增产能仍然十分有限，供需缺口将持续扩大，六氟磷酸锂价格将保持强势，从而对电解液的价格形成有效支撑。

锂电池电解液涨价在即

在锂电池四大原材料中一直处于话语权弱势地位的电解液厂商将不得不在即将到来的明年1月份新订单订立之时挺直腰杆，向下游锂电池客户明确要求提高电解液订单价格，以减轻成本迅速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一压力主要来自于电解液最核心的原材料六氟磷酸锂价格的连番上涨。 今年年初，六氟磷酸锂的价格还只有8.5万元/吨，处于历史低谷。 随着今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动力锂电池及上游原材料的需求量猛增，从而带动作为电解液最主要原材料的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快速上涨。 特别是10月以来，六氟磷酸锂价格扶摇直上，从10月前的9万元 /吨左右涨至目前的20万元 /吨左右。 12月14日，九九久甚至在全景网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最新销售价格已超26万元/吨。

除了供需紧张的原因，上游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的快速上涨也对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产生了传导作用。 从六氟磷酸锂的成本构成来看，碳酸锂约占30%-40%。 也就是说，碳酸锂每提价10000元/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成本将提升3000元-4000元 /吨。 在经历了前9个月的平稳上升期后，碳酸锂的价格自10月份以来进入直线拉升期。 生意社的最新数据显示，12月22日，四川博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酸锂报价上调，目前工业级报价105000元/吨，电池级报价120000元/吨，每吨较前期上涨10000元，货紧价坚，相比9月底55000元 /吨的均价，涨幅超过100%。

在锂电池电解液的生产成本中，六氟磷酸锂大约占50%。 与六氟磷酸锂10月以来高达100%的涨幅相比，部分电解液厂商仅在10月底11月初随行就市将电解液出厂价格上调了20%-30%，“我们上调电解液出厂价格的时候还遭到了下游客户的反对，因为当时还处于交替阶段，有的厂商拿到的六氟磷酸锂价格高，有的拿到的价格低，大家的电解液出厂价不一致。 但现在六氟磷酸锂上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下游客户也就接受了电解液涨价的现实。 ”某电解液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不过，这并不能缓解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给电解液生产成本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一线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很多电解液厂商的毛利率已经从25%-30%下降到10%-15%，已接近盈亏平衡线。 在履行完今年的订单后，明年1月的新订单价格进一步上调或已不可避免。

据了解，对于下游锂电池客户而言，由于电解液在锂电池总成本中占比不大，订单价格的上调也并非不能接受。 从锂电池的生产成本来看，电解液约占电芯成本的15%，占整个电池组的8%-10%。 如果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上涨100%，电解液价格相应提高50%的话，传导到整个电池组的成本也仅提高4%-5%。 实际上，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有下游客户在订单结束后已主动加价，以保证电解液的供应。

锂盐产能瓶颈短期难解

受制于产能瓶颈，六氟磷酸锂价格强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也将对电解液的价格上涨形成强烈支撑。

按照今年中汽协公布的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以及明年的增长预测可推算得出，今年国内电解液的需求在8万吨-9万吨，对应六氟磷酸锂的需求量在1.25万吨左右；明年电解液的需求在15万吨左右，对应六氟磷酸锂的需求在1.8万吨左右。

相较需求量而言，国内六氟磷酸锂供不应求，产能缺口不断扩大。 安信证券指出，今年全球六氟磷酸锂的产能在1.25万吨左右，国内六氟磷酸锂接近1万吨，占比约为80%。 其中，多氟多产能为2200吨，天赐材料产能为2000吨，九九久产能为2000吨，新泰材料产能为1080吨，天津金牛产能为1000吨。

随着六氟磷酸锂价格的飙涨，10月以来，包括上市公司天赐材料、石大胜华、九九久在内的各大厂商纷纷宣布大幅扩充六氟磷酸锂产能。

天赐材料12月1日晚公告称，公司拟投资12557万元建设年产2000吨固体六氟磷酸锂项目。 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6000吨液体六氟磷酸锂和年产2000吨固体六氟磷酸锂规模。 加上公司现有的年产2000吨固体六氟磷酸锂产能，折合固体计算，公司将合计拥有固体六氟磷酸锂产能约年产6000吨，可满足约年产48000吨电解液生产需求。

石大胜华12月6日晚公告称，拟建设5000吨 /年六氟磷酸锂项目。 项目分为两期，2016年进行一期1000吨／年六氟磷酸锂项目建设，建设周期一年。 2017年择机进行二期4000吨／年项目建设。

九九久10月29日晚公告称，计划在现有年产2000吨六氟磷酸锂装置的基础上，新建年产3000吨六氟磷酸锂生产装置，以形成年产5000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规模。

新三板公司新泰材料11月6日也公告称，计划在现有年产1080吨六氟磷酸锂装置的基础上，投资新建年产6000吨六氟磷酸锂生产装置，以形成年产7080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规模。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六氟磷酸锂产能建设周期长达一年半，上述新建产能2016年难以投产，六氟磷酸锂供不应求的局面短期内将持续加剧。

“一方面，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设备需要定制，这个周期就需要半年以上；另一方面，六氟磷酸锂属于典型的高科技、高危生产环境、高难生产的‘三高’技术产品，近年来，政府对于化工生产的管控越趋严格，办理新建或扩建生产线的相关手续需要时间长。 而如果是新进入者的话，周期会更长，因为还涉及到生产的稳定性和客户至少半年的认证周期。 ”某六氟磷酸锂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事实上，2016年，仅有多氟多等极少数厂商的新增产能可以得到释放。 即使加上老线改造释放的产能，预计明年六氟磷酸锂的产能也仅有1.5万吨，与1.8万吨的需求量相比仍有3000吨的缺口。 而且，多氟多除了2016年初通过技术改造将六氟磷酸锂产能从2200吨扩充到3000吨外，另外扩建的3000吨产能要到2016年年底才能投产。 从2016年全年来看，六氟磷酸锂的供应仍将十分紧张，价格预计将保持坚挺，从而对电解液的价格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延长产业链增强协同

挺过今明两年六氟磷酸锂供应最为紧张的时刻之后，2017年，随着九九久3000吨、天赐材料4000吨、石大胜华1000吨等规划产能的陆续投产，六氟磷酸锂供应紧张的局面将得到大幅缓解，对应的电解液产能或在短时期内出现一定的过剩。 不过，结合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目标，现有及规划产能长期来看仍然偏紧。

在上游原材料六氟磷酸锂成本压力一时难以缓解的情况下，向上游原材料延伸，化解成本压力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正成为业内共识。

天赐材料在产业链方面的协同优势最为显著，公司同时具有六氟磷酸锂和电解液的生产能力，产业链协同的优势十分明显。 据了解，在六氟磷酸锂价格启动之前，天赐材料的电解液毛利率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六氟磷酸锂价格猛涨之后，天赐材料在毛利率方面的优势更是大幅领先于竞争对手。 而且，为了应对六氟磷酸锂上游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的上涨，天赐材料12月21日晚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认购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1166.6666万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20%股权。 江苏容汇为国内主要的碳酸锂生产厂家，目前已经建有成熟及稳定的碳酸锂产品生产线，同时拥有锂矿石和卤水提锂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并计划在此基础上实现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产品的一体化规模生产，竞争优势明显。 天赐材料表示，与江苏容汇合作能够确保公司六氟磷酸锂的上游关键原材供应渠道，特别是在目前碳酸锂上游价格持续上涨，供需偏紧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次合作还有利于双方在未来基于相同客户群体下的战略合作，协同效应明显。

再以石大胜华为例，公司现有碳酸二甲酯系列产品产能10万吨/年，募投项目5万吨/年产能在建，并拟租赁经营兖矿国宏5万吨/年产能，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同时具备碳酸二甲酯、乙烯酯、丙烯酯、甲乙酯、二乙酯五种电解液溶剂的厂商。 公司2014年碳酸酯溶剂市场占有率约30%，电解液溶剂全球市场占有率为40%，龙头地位稳固。 公司12月6日晚公告称，拟设立石大胜华新能源（公司占比51%）建设运营5000吨 /年六氟磷酸锂项目，2016年建设1000吨/年，2017年择机建设4000吨/年，同时择机建设投产新型锂盐双氟磺酰亚胺锂以及电解液添加剂等产品。 结合电解液溶剂龙头的基础，石大胜华已形成“电解液溶剂+电解质+添加剂”的布局，具备了完整的电解液生产能力。 海通证券认为，六氟磷酸锂项目的建设，将溶剂与溶质复配形成电解液，将会进一步提高石大胜华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材料方面的一体化竞争优势，方便下游电池厂商的采购，增强客户的粘性，实现共赢。

六氟磷酸锂进入新一轮涨价周期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自2011年打破日本技术垄断，我国实现六

氟磷酸锂国产化以来， 国内六氟磷酸锂产能扩

张迅速。相对而言，下游需求在过去几年增长较

慢，六氟磷酸锂价格从30万元/吨一路下跌到今

年年初的历史谷底———8.5万元-9万元/吨。 不

过，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爆发式增长，供求

关系得到彻底扭转，六氟磷酸锂价格自10月份

以来扶摇直上，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

涨价周期到来

今年年初，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已经跌至8.5

万元-9万元/吨，处于历史谷底，已经接近生产

成本，多数六氟磷酸锂上市公司处于最艰难的

时期。“那个时候，虽然大家对于未来新能源汽

车市场的增长还是比较乐观，也都认为六氟磷

酸锂的价格已经到底了，但都普遍预期2015年

总体上来看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平

稳或者微涨的格局。 ” 某六氟磷酸锂上市公司

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在经历了前9个月的

稳步上涨后， 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从10月前的9

万元/吨左右飙升至目前的20万元/吨左右。 12

月14日，九九久甚至在全景网互动平台上表示

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最新销售价格已超26万

元/吨。 某电解液上市公司负责人也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公司在外购六氟磷酸锂的时候也

遇到过25万元/吨的报价。

高达26万元/吨的价格已经是六氟磷酸锂

行业多年前的回忆。 2011年以前，由于生产技

术难度高，六氟磷酸锂的生产基本被日本关东

电化、SUTERAKEMIFA、 森田化学等企业垄

断， 当时产品售价超过30万元/吨， 毛利率达

70%。 不过，2011年4月，在氟化工领域摸索多

年的多氟多率先攻克难关，两个月后，九九久

也宣布试产成功。

随着国产化的成功，六氟磷酸锂产能进入

迅速扩张期， 其价格则经历了一轮快速下跌，

到2012年， 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已大幅降至

18.57万元/吨。 江苏国泰2013年11月22日晚公

告终止实施300吨／年六氟磷酸锂项目并注销

实施此项目的控股子公司亚源公司，更是为六

氟磷酸锂价格的持续下跌做了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注脚。 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一直未能真

正启动，受需求不振的影响，六氟磷酸锂价格

跌跌不休，到今年年初，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已

经降至8.5万元-9万元/吨的历史谷底。

产能缺口不断扩大

此后，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真正启

动，六氟磷酸锂的价格终于迎来拨云见日的一

天。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步增长，

下半年，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增长期。 尤其是

今年9月份之后， 新能源汽车市场进入爆发式

增长期。

10月13日中汽协公布的9月份新能源汽车

产销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生产28324辆，销售

28092辆，同比分别增长2.1倍和2.2倍。其中，纯

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365辆和19228辆，同

比分别增长2.7倍和2.9倍；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7959辆和8864辆，同比分别增

长1.1倍和1.3倍。 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对

新能源汽车未来产销量的预期。

在新能源汽车实际产销量和预期都大幅提

升的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被彻底激活，特

别是上游原材料环节。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

发来得太过突然，六氟磷酸锂由以前的供大于求

一下子变得十分紧缺，加之六氟磷酸锂生产工艺

复杂，审批严格，投产周期长达一年半，其产能缺

口随着需求的快速攀升不断扩大，价格更是一路

猛涨。 同时，六氟磷酸锂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的猛

涨，也对六氟磷酸锂价格起了带动作用。

相应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业

绩大幅超出预期。 多氟多早前曾表示，公司动

力锂电池和六氟磷酸锂产品供不应求，动力锂

电池销量增幅显著，六氟磷酸锂进入新景气周

期，价格回升较快，盈利能力回升。

从目前情况分析，2016年六氟磷酸锂供求

仍然十分紧张，产能缺口将继续扩大。“六氟磷

酸锂已经进入新一轮涨价周期，2016年价格预

计将保持在20万元/吨左右， 也不排除突破30

万元/吨的历史高点的可能。 ” 上述六氟磷酸锂

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 相关公司点评

新宙邦 受益电解液量价齐升

新宙邦是一家专业从事新型电子化学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铝电解电容器化学品、 固态高分子

电容器化学品、 超级电容器电解液及锂离子

电池电解液，生产规模、产品质量和技术开发

能力居国内同行领先。

公司一大主营业务是生产电容器，该领

域已经较为成熟，增长空间有限。 受行业不

景气影响，目前电容器产品的价格较前几年

跌去了一半，处于价格底部并逐渐企稳。 公

司作为该领域的龙头企业， 市场占有率高，

毛利率稳定，该项业务能为公司带来稳定的

现金流。

电解液方面， 公司目前产能大约为两万

吨左右，主要有惠州与南通两大生产基地。海

通证券指出，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锂电

解液近期价格强势， 价格从底部已经上涨了

30%

左右，销售情况可观，预计明年销量能上

涨

30%

左右。 公司作为国内锂电解液生产的

龙头企业， 有望持续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高

增长。

石大胜华 电解液生产能力齐备

石大胜华现有碳酸二甲酯系列产品产能

10

万吨

/

年， 募投项目

5

万吨

/

年产能在建，并

拟租赁经营兖矿国宏

5

万吨

/

年产能， 是国内

少有的能够同时具备碳酸二甲酯、乙烯酯、丙

烯酯、 甲乙酯、 二乙酯五种电解液溶剂的厂

商。 公司

2014

年碳酸酯溶剂市场占有率约

30%

，电解液溶剂全球市场占有率为

40%

，龙

头地位稳固。

公司

12

月

6

日晚公告，拟设立石大胜华新

能源（公司占比

51%

）建设运营

5000

吨

/

年六

氟磷酸锂项目，

2016

年建设

1000

吨

/

年，

2017

年择机建设

4000

吨

/

年，同时择机建设投产新

型锂盐双氟磺酰亚胺锂以及电解液添加剂等

产品。结合电解液溶剂龙头的基础，公司已形

成“电解液溶剂

+

电解质

+

添加剂”的布局，具

备了完整的电解液生产能力。

天赐材料 构建电解液完整产业链

作为六氟磷酸锂行业和电解液行业的双

龙头，天赐材料

12

月

1

日晚公告称，公司拟投

资

12557

万元建设年产

2000

吨固体六氟磷酸

锂项目。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6000

吨

液体六氟磷酸锂和年产

2000

吨固体六氟磷酸

锂规模。 加上公司现有的年产

2000

吨固体六

氟磷酸锂产能，折合固体计算，公司将合计拥

有固体六氟磷酸锂产能约年产

6000

吨， 可满

足约年产

48000

吨电解液生产需求。

为应对六氟磷酸锂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的

快速上涨，公司进一步向上游延伸，公司

12

月

21

日晚公告称，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6000

万

元认购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股份

1166.6666

万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

标的公司

20%

股权。 江苏容汇为国内主要的

碳酸锂生产厂家， 目前已经建有成熟及稳定

的碳酸锂产品生产线， 同时拥有锂矿石和卤

水提锂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并计划在此基础

上实现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产品的一体

化规模生产，竞争优势明显。

多氟多 打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多氟多是全球最大的晶体六氟磷酸锂生

产供应商之一，国内市场份额约

30%

，为比亚

迪、杉杉股份、新宙邦等主流电解液生产厂商

广泛使用。 目前公司六氟磷酸锂产能为

2200

吨，年底将达到

3000

吨产能。另外，公司投资

2

亿元建设的

3000

吨六氟磷酸锂产能已开工建

设， 预计明年

10

月六氟磷酸锂总产能将达到

6000

吨，规模效应明显。

公司锂电池产能快速扩张， 在手订单充

足，将充分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

公司的锂电池已经发展了新大洋、时空、少林

等一批稳固的客户，并不断开拓新客户，产品

供不应求。为缓解产能瓶颈，公司积极扩张锂

电池产能。 目前动力锂电池产能达到

1

亿

Ah

，

预计

2015

年年底或

2016

年年初将形成

3

亿

Ah

的产能。

公司具备萤石

-

高纯氢氟酸

-

氟化锂

-

六

氟磷酸锂

-

锂电池完整的产业链， 并自主研

发了

BMS

、电机、电控一体的新能源汽车动

力总成系统。

2015

年，并购红星汽车后，公司

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完整产业链优势的

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 （任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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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盐产能瓶颈短期难解

受制于产能瓶颈， 六氟磷酸锂价格强

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这也将对电解液的价

格上涨形成强烈支撑。

按照今年中汽协公布的新能源汽车产

销数据以及明年的增长预测可推算得出，

今年国内电解液的需求在8万吨-9万吨，对

应六氟磷酸锂的需求量在1.25万吨左右；明

年电解液的需求在15万吨左右， 对应六氟

磷酸锂的需求在1.8万吨左右。

相较需求量而言， 国内六氟磷酸锂供

不应求， 产能缺口不断扩大。 安信证券指

出，今年全球六氟磷酸锂的产能在1.25万吨

左右，国内六氟磷酸锂接近1万吨，占比约

为80%。 其中，多氟多产能为2200吨，天赐

材料产能为2000吨， 九九久产能为2000

吨，新泰材料产能为1080吨，天津金牛产能

为1000吨。

随着六氟磷酸锂价格的飙涨，10月以

来，包括上市公司天赐材料、石大胜华、九

九久在内的各大厂商纷纷宣布大幅扩充六

氟磷酸锂产能。

天赐材料12月1日晚公告称，公司拟投

资12557万元建设年产2000吨固体六氟磷

酸锂项目。 项目建设完成后， 将形成年产

6000吨液体六氟磷酸锂和年产2000吨固

体六氟磷酸锂规模。 加上公司现有的年产

2000吨固体六氟磷酸锂产能， 折合固体计

算， 公司将合计拥有固体六氟磷酸锂产能

约年产6000吨， 可满足约年产48000吨电

解液生产需求。

石大胜华12月6日晚公告称， 拟建设

5000吨/年六氟磷酸锂项目。 项目分为两

期，2016年进行一期1000吨／年六氟磷酸

锂项目建设，建设周期一年。 2017年择机进

行二期4000吨／年项目建设。

九九久10月29日晚公告称， 计划在现

有年产2000吨六氟磷酸锂装置的基础上，

新建年产3000吨六氟磷酸锂生产装置，以

形成年产5000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规模。

新三板公司新泰材料11月6日也公告

称， 计划在现有年产1080吨六氟磷酸锂装

置的基础上， 投资新建年产6000吨六氟磷

酸锂生产装置， 以形成年产7080吨六氟磷

酸锂的生产规模。

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六氟磷

酸锂产能建设周期长达一年半， 上述新建

产能2016年难以投产， 六氟磷酸锂供不应

求的局面短期内将持续加剧。

“一方面，六氟磷酸锂的生产设备需要

定制， 这个周期就需要半年以上； 另一方

面，六氟磷酸锂属于典型的高科技、高危生

产环境、高难生产的‘三高’ 技术产品，近

年来，政府对于化工生产的管控越趋严格，

办理新建或扩建生产线的相关手续需要时

间长。 而如果是新进入者的话， 周期会更

长， 因为还涉及到生产的稳定性和客户至

少半年的认证周期。” 某六氟磷酸锂上市公

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事实上，2016年，仅有多氟多等极少数

厂商的新增产能可以得到释放。 即使加上

老线改造释放的产能， 预计明年六氟磷酸

锂的产能也仅有1.5万吨，与1.8万吨的需求

量相比仍有3000吨的缺口。而且，多氟多除

了2016年初通过技术改造将六氟磷酸锂产

能从2200吨扩充到3000吨外，另外扩建的

3000吨产能要到2016年年底才能投产。 从

2016年全年来看， 六氟磷酸锂的供应仍将

十分紧张，价格预计将保持坚挺，从而对电

解液的价格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锂盐量紧价涨

锂电池电解液下月大幅提价概率大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延长产业链增强协同

挺过今明两年六氟磷酸锂供应最为紧

张的时刻之后，2017年， 随着九九久3000

吨、天赐材料4000吨、石大胜华1000吨等

规划产能的陆续投产， 六氟磷酸锂供应紧

张的局面将得到大幅缓解， 对应的电解液

产能或在短时期内出现一定的过剩。 不过，

结合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目标， 现有

及规划产能长期来看仍然偏紧。

在上游原材料六氟磷酸锂成本压力一

时难以缓解的情况下，向上游原材料延伸，

化解成本压力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正成

为业内共识。

天赐材料在产业链方面的协同优势最

为显著，公司同时具有六氟磷酸锂和电解液

的生产能力， 产业链协同的优势十分明显。

据了解，在六氟磷酸锂价格启动之前，天赐

材料的电解液毛利率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

优势；在六氟磷酸锂价格猛涨之后，天赐材

料在毛利率方面的优势更是大幅领先于竞

争对手。 而且，为了应对六氟磷酸锂上游原

材料碳酸锂价格的上涨， 天赐材料12月21

日晚公告称，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

元认购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新

增股份1166.6666万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

有标的公司20%股权。江苏容汇为国内主要

的碳酸锂生产厂家，目前已经建有成熟及稳

定的碳酸锂产品生产线，同时拥有锂矿石和

卤水提锂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并计划在此基

础上实现锂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产品的

一体化规模生产，竞争优势明显。 天赐材料

表示，与江苏容汇合作能够确保公司六氟磷

酸锂的上游关键原材供应渠道，特别是在目

前碳酸锂上游价格持续上涨，供需偏紧的情

况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次合作

还有利于双方在未来基于相同客户群体下

的战略合作，协同效应明显。

再以石大胜华为例，公司现有碳酸二甲

酯系列产品产能10万吨/年， 募投项目5万

吨/年产能在建，并拟租赁经营兖矿国宏5万

吨/年产能， 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同时具备碳

酸二甲酯、乙烯酯、丙烯酯、甲乙酯、二乙酯

五种电解液溶剂的厂商。 公司2014年碳酸

酯溶剂市场占有率约30%，电解液溶剂全球

市场占有率为40%，龙头地位稳固。 公司12

月6日晚公告称， 拟设立石大胜华新能源

（公司占比51%）建设运营5000吨/年六氟

磷酸锂项目，2016年建设1000吨/年，2017

年择机建设4000吨/年，同时择机建设投产

新型锂盐双氟磺酰亚胺锂以及电解液添加

剂等产品。 结合电解液溶剂龙头的基础，石

大胜华已形成“电解液溶剂+电解质+添加

剂” 的布局， 具备了完整的电解液生产能

力。海通证券认为，六氟磷酸锂项目的建设，

将溶剂与溶质复配形成电解液，将会进一步

提高石大胜华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材料方

面的一体化竞争优势，方便下游电池厂商的

采购，增强客户的黏性，实现共赢。

锂电池电解液涨价在即

在锂电池四大原材料中一直处于话语权弱势地位的

电解液厂商将不得不在即将到来的明年1月份新订单订

立之时挺直腰杆， 向下游锂电池客户明确要求提高电解

液订单价格，以减轻成本迅速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一压力主要来自于电解液最核心的原材料六氟磷

酸锂价格的连番上涨。今年年初，六氟磷酸锂的价格还只

有8.5万元/吨，处于历史低谷。 随着今年以来特别是今年

下半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 动力锂电池及上游原

材料的需求量猛增， 从而带动作为电解液最主要原材料

的六氟磷酸锂的价格快速上涨。 特别是10月以来，六氟

磷酸锂价格扶摇直上，从10月前的9万元/吨左右涨至目

前的20万元/吨左右。 12月14日，九九久甚至在全景网互

动平台上表示， 公司六氟磷酸锂产品最新销售价格已超

26万元/吨。

除了供需紧张的原因，上游原材料碳酸锂价格的快

速上涨也对六氟磷酸锂的价格产生了传导作用。从六氟

磷酸锂的成本构成来看，碳酸锂约占30%-40%。 也就

是说，碳酸锂每提价10000元/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成

本将提升3000元-4000元/吨。在经历了前9个月的平稳

上升期后， 碳酸锂的价格自10月份以来进入直线拉升

期。 生意社的最新数据显示，12月22日，四川博睿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碳酸锂报价上调， 目前工业级报价

105000元/吨，电池级报价120000元/吨，每吨较前期上

涨10000元，货紧价坚，相比9月底55000元/吨的均价，涨

幅超过100%。

在锂电池电解液的生产成本中， 六氟磷酸锂大约占

50%。 与六氟磷酸锂10月以来高达100%的涨幅相比，部

分电解液厂商仅在10月底11月初随行就市将电解液出

厂价格上调了20%-30%，“我们上调电解液出厂价格的

时候还遭到了下游客户的反对， 因为当时还处于交替阶

段，有的厂商拿到的六氟磷酸锂价格高，有的拿到的价格

低，大家的电解液出厂价不一致。但现在六氟磷酸锂上涨

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下游客户也就接受了电解液涨价的

现实。 ” 某电解液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不过， 这并不能缓解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给电解液

生产成本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一线调

研的过程中了解到， 目前很多电解液厂商的毛利率已经

从25%-30%下降到10%-15%，已接近盈亏平衡线。 在

履行完今年的订单后， 明年1月的新订单价格进一步上

调或已不可避免。

据了解，对于下游锂电池客户而言，由于电解液在锂

电池总成本中占比不大， 订单价格的上调也并非不能接

受。 从锂电池的生产成本来看， 电解液约占电芯成本的

15%，占整个电池组的8%-10%。如果六氟磷酸锂的价格

上涨100%，电解液价格相应提高50%的话，传导到整个

电池组的成本也仅提高4%-5%。 实际上，中国证券报记

者获悉，有下游客户在订单结束后已主动加价，以保证电

解液的供应。

锂电池电解液核心原材料六氟磷酸锂（锂盐）自10月份以来高达100%的猛烈上涨，令电

解液厂商压力倍增。 锂电池电解液价格虽也有小幅上涨，但难以覆盖六氟磷酸锂成本的大

幅上涨，毛利率直线下滑。中国证券报记者赴一线调研了解到，在即将到来的2016

年1月份，随着老订单的执行完毕和新订单的签订，承受六氟磷酸锂价格

快速上涨压力的锂电池电解液价格有望迎来一轮涨价潮。

在上游原材料六氟磷酸锂成本压力一时

难以缓解的情况下， 向上游原材料延伸，

化解成本压力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正成

为锂电池行业内共识。 据了解，六氟磷酸

锂的扩产周期长达一年半之久，虽然10月

份以来各大六氟磷酸锂厂商纷纷扩充产

能， 但2016年六氟磷酸锂新增产能仍然

十分有限，供需缺口将持续扩大，六氟磷

酸锂价格将保持强势，从而对电解液的价

格形成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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