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稀土价格看涨 新“风口”有望形成

本报记者 马爽

继鸡价、猪价大涨带动A股相关板块指数翻倍后，近期处于历史底部的重稀土价格也“一点就燃” 。 数据显示，3月以来，重稀土氧化镝价格出现急速上涨，15日收报1370000元/吨，本月以来累计涨近8%，也带动A股稀土概念指数创下近十个月以来新高。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缅甸进口突然收缩，国内重稀土开采技术问题短期仍难以突破，同时环保政策趋严抑制重稀土产量增长的背景下，重稀土供应缺口将难以弥补，涨价将是确定性事件。

稀土板块“原力觉醒”

所谓稀土，是指化学周期表中镧系元素和钪、钇共十七种金属元素的总称，因在工业和新材料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国将它作为一种战略储备资源。 因稀土矿资源的开采衍生出产品含量、价值、用途等方面不同的品种，稀土因此分为重稀土和轻稀土。

与轻稀土年初以来的阴跌行情不同，在沉寂多年之后，近期作为重稀土一员的氧化镝价格出现昂首阔步式大前进。 百川资讯数据显示，3月15日氧化镝价格报1370000元/吨，2月28日报1270000元/吨，仅3月以来累计涨幅为7.87%，而去年底价格维持在1210000元/吨，今年以来累计涨幅为13.22%。

“春节以后，由于轻稀土处于市场供应过剩、下游需求低迷态势，价格维持持续下跌态势。 而由于供需存在错配预期，重稀土价格则以上涨为主，尤其是3月以来出现加速拉升。 ”百川资讯稀土分析师杜帅兵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生意社稀土分析师陈玲也向记者表示：“近期，重稀土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市场供需格局影响。 一方面，缅甸进口突发收缩，将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另一方面，春节过后，在供应端减少预期利好支撑下，市场询盘行为增加，需求端出现显著增长。 ”

重稀土价格的上涨热情也感染了A股稀土板块表现。 Wind数据显示，在1月31日创下阶段新低656.1点之后，稀土概念指数出现单边快速上涨，3月14日最高触及988.27点，创下2018年5月15日以来新高，区间累计最大涨幅达50.63%。

招商证券有色金属首席分析师刘文平表示，稀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目前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链“圈子” ，且行业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在重稀土价格不断走高的同时，稀土加工企业终端销售也出现好转，有望增厚企业利润空间，因此A股稀土板块跟随重稀土价格上涨而动。 ”陈玲表示。

供需错配成业内共识

重稀土行业供需格局错配已是业内共识。 近年来，由于国内持续打击私采乱挖行为和执行严格的环保政策，我国已变成全球最大的稀土进口国。

据刘文平介绍，我国曾是全球最大的稀土供应国，且“黑稀土”泛滥导致我国稀土行业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状态。 不过，随着政府在政策端的发力，稀土“打黑”和整合六大稀土集团等重磅政策频繁出台，行业整治带来我国稀土矿供应持续收缩。 同时，也推动我国稀土矿开采行业人才流向东南亚、美国等地，推动当地稀土采选技术大幅提升，进而成为我国的主要稀土矿来源国。

缅甸就是我国重要的进口稀土矿供应源。 杜帅兵表示，2018年11月14日，我国宣布禁止进口缅甸稀土资源；12月14日又给出5个月时间的缓冲期。

此禁令宣布之后，我国从缅甸进口的稀土资源数量大幅下降。 因我国从缅甸进口主要为稀土精矿，在海关口径下被列入混合碳酸稀土行列。 数据显示，自2018年11月起我国混合碳酸稀土进口量开始显著下降，2019年1月为733吨，而2018年1月该数据为3500吨。

据刘文平推测，2018年我国从缅甸进口稀土精矿约为2万吨（折氧化物），其中的镝含量约为600吨-700吨之间。 而我国去年的镝产量约在2300吨左右（包括进口矿来源），缅甸来源的镝占到我国的29%。 而由于我国严格的环保政策，造成国内配额内重稀土开采量约为60%左右。 因此实际上，我国每年的镝产量或不足2000吨。 若缅甸矿确定关闭，则以后每年减少的镝供应量或超过

30%。

从国内稀土供应方面来看，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合理、合法生产开采，目前共有六家企业具有这种权限。据杜帅兵介绍，从近期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稀土开采指标来看，除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含有离子型稀土（即中重稀土）外，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稀土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拥有1250吨、1005吨、1720吨、4250吨、1350吨离子型稀土资源开采权，合计为9575吨。

“若按照如果下半年国家给定同等份额的指标，2019年全年市场上离子型稀土供应共计为9575*2=19150吨。但因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开采，预计2019年两家合计为10510吨（1005吨*2+4250吨*2）的中重稀土将难以供应。 因此，2019年市场上合法渠道的供应量大约为8640吨（19150吨-10510吨），而目前市场上一年的中重稀土需求大概

为5万吨。 ”杜帅兵表示。

刘文平也表示，我国的重稀土因为面临开采技术的问题（造成污染），短期仍难以突破，而且环保政策趋严，重稀土产量增长困难。

涨价将是确定性事件

历史上，A股稀土板块往往跟随稀土涨价而生。

华泰研究所有色金属分析师表示，2012-2015年期间出现了数次基于收储或预期形成的行情。 因“黑稀土”严重恶化了供需格局，市场认为收储是可以阶段性改善供需、催化价格上涨的主要的有效政策。 但此次稀土价格上涨是因缅甸进口减少导致中重稀土供需趋紧，预计涨价行情将持续，且历史上每次稀土价格上涨都会衍生出相应的板块行情。

安泰科专家表示，预计5个月缓冲期（2019年5月到期）之后，缅甸稀土进口渠道将关闭，何时恢复暂不确定。 海外已形成一定轻稀土产能但中重稀土冶炼能力匮乏，且中重稀土在高科领域作为添加剂具备不可替代性，其战略价值凸显。

对于后市，华泰研究所有色金属分析师表示，不同以往收储行情，此次稀土涨价是由于缅甸进口减少导致中重稀土供需趋紧，看好中重稀土行情。

刘文平认为，若2月和3月从缅甸的实际稀土进口量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则镝价有可能会在5月前加速上涨。 稀土是个小市场，单价高，且相关新闻容易引发关注度，在出现短缺情况时易形成恐慌情绪，造成上游惜售、下游抢购。 但若二三月份实际进口量有所提升，则镝价上涨速度会较为缓慢。

“随着智能化时代到来，新能源汽车、5G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智能家电等的不断推广以及普及，未来对中重稀土的需求增速会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预期下，稀土企业自身也存在存货惜售的想法，进而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需格局，看涨后市中重稀土价格走势。 ”杜帅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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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爽

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围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进一

步保障农民收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近日，大商所在

大连举办2018年“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项目现场

评审会， 来自35家期货公司、3家证券公司和1家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试点项目参加了评审。

大商所2018年在总结过去连续三年“保险+期

货”试点的基础上，推出了涵盖“保险+期货” 、场外

期权、基差收购等多种形式，期货公司、保险公司、银

行等多类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综合性“农民收

入保障计划” 试点，致力于通过多类型金融机构跨

界合作和多结构运行模式集中尝试， 探索建立期货

市场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整体框架。

有效保障农民收入水平

为加大保障农民收入水平， 提升期货市场服务

“三农” 的质量和实效，大商所2018年对37家期货

公司、3家证券公司和1家商业银行的107个项目进

行了备案。从数量上看，是2017年32个试点的3倍以

上。 从模式上看，107个项目中，“保险+期货” 主模

式项目86个（其中玉米价格保险31个，大豆价格保

险9个，玉米收入保险34个，大豆收入保险12个），场

外期权主模式项目21个（其中玉米品种4个，大豆品

种2个，鸡蛋品种15个）。

从增加农民收入来看，86个玉米、大豆“保险+

期货” 主模式项目共计产生理赔约1.6051亿元（玉

米价格险1174.42万元，玉米收入险约8368.63万元，

大豆价格险1957.44万元， 大豆收入险约4550.96万

元），21个“场外期权” 主模式项目共计产生理赔约

1664.75万元，2018年“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总计为

农民赔付约1.77亿元以上。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会长唐启军介绍，2018年大

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在市场影响和保障农民

收入方面规模越来越大， 市场涵盖范围越来越广。

2018年项目中除大商所预算3亿元支持以外， 还有

42个项目备案获得各级政府及部门补贴总计约3177

万元，包含了从吉林省农委、陕西省农业厅、安徽省

财政厅等省级部门到桦川县政府、嫩江县政府、海城

市财政局等县级单位。 此外，还有1个项目获得了农

业农村部金融支农服务创新试点补助。 除了政府支

持外，浙江物产化工、一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

也参与到补贴当中， 黑龙江省供销社也积极参与其

中。 试点受到各方认可程度和支持力度不断提高。

遍地开花服务乡村振兴

2018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紧紧围

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扩大试点范围和试点项目总

量，切实提升期货市场服务“三农” 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质量和实效。

从试点范围上来看，2018年大商所 “农民收入

保障计划” 合计107个试点总计涉及639.51万亩土

地，覆盖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

安徽、河南、河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江

苏、湖南16个省区。

其中鲁证期货联合人保财险在黑龙江省桦川县

开展了24万吨玉米价格险，实现了桦川县约41万亩玉

米种植区域的全覆盖，服务了5,666户农户；鲁证期货

联合人保财险在辽宁省盘山县开展了3.8万吨的玉米

价格险， 实现了盘山县约7.6万亩玉米基本全覆盖，服

务了11,311户农户； 国投安信等4家期货公司联合大

地保险、 中粮期货等4家期货公司联合人保财险分别

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开展了8.5

万吨大豆价格险、3.2万吨大豆收入险， 覆盖了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约87万亩大豆，惠及15个乡镇。

2018年大商所107个试点项目共备案服务了约

580个合作社和15.28万农户，其中有40个试点备案

涉及国家级贫困县。 国投安信期货、永安期货、鲁证

期货、 浙商期货联合大地财险在内蒙古莫旗地区开

展的试点覆盖了莫旗所有4,433户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且贫困户参与项目无须缴纳任何保费。

经过历时一天的评审， 场外期权项目上最终南

华期货、 申万期货和永安期货的项目分获前三名。

“保险+期货” 项目方面，永安期货、鲁证期货和浙

商期货的项目分获前三名。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下一步，大商所计划继

续开展“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稳步推进“保险+期货” 模式不断

走向深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猪价或迎来史上最强上涨周期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受相关疫情的影响， 生猪产能急速下降。

市场预期，2019年生猪出栏量同比明显下降，

全年猪价上涨基本成定局。从近期猪价表现来

看，生猪价格稳中继续上涨。分析人士表示，相

关疫情在春节后加速蔓延， 产能持续快速去

化，猪价上涨周期已经启动，且有望创历史新

高价格并在高位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猪价继续反弹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3月14日之后，全国生

猪价格连续上涨， 且上涨地区集中在华东区、

华中区、华南区、华北区等一些受相关疫情影

响较为严重的中北部地区。 在这些地区，生猪

被迫提前出栏， 母猪被迫淘汰减少存栏量，生

猪价格也随之上涨。

兴业证券相关调研结果认为，相关疫情在

春节后加速蔓延，产能持续快速去化，目前产

能下降幅度已达历史极值。 养殖户空栏严重，

补栏极度低迷。 疫情导致母猪存栏加速产能去

化，主要系带崽母猪大量淘汰和引种配种调运

受限。估计全国产能下降幅度超过15%，接近历

史极值，且未来或将继续快速去化。 目前养殖

户空栏比例较高，补栏意愿低迷，一方面相关

疫苗尚未研制成功，养殖户不敢补栏；另一方

面当前价格诱惑力不够，养殖户不愿意补栏。

“猪价拐点已至，一方面，春节前大猪集

中抛售， 对供给的压制大大减弱。 另一方面，

2018年四季度母猪大量淘汰， 目前供给短缺

凸显。需求端，年内需求最淡的时点已经过去，

预计需求将逐渐回升。猪价已经进入右侧上行

通道，以及年内将有两波快速上涨行情，第一

波为3月-5月，第二波为6月以后。 ” 该机构分

析，预计本轮周期猪价将创历史新高，并在高

位运行较长时间。 基于目前行业供需格局，上

调猪价预期。 预计本轮周期猪价将创历史新

高，高点区间25元/公斤-30元/公斤，并在高

位运行较长时间， 头猪盈利长时间持续在

1000元以上。

有望迎来史上最强周期

在周期启动点上，中信期货农产品研究小

组认为，从近期价格来看，上涨周期已经启动。

“在上涨幅度上， 我们认为下半年价格大概率

突破历史最高价。主要原因为下半年出栏量同

比下降15%以上，远高于2016年二季度出栏量

同比下降5.9%这一数值，因此下半年价格大概

率高于2016年二季度历史最高价。 ”

在行情持续性上， 中信期货研究指出，预

计在明年二季度之前，猪价都将维持高位。 考

虑到补栏母猪在13个月之后才能释放产能，我

们预计在今年5-6月份养殖利润可观后， 母猪

补栏留种开始增多，推算至少在2020年6月前，

猪价将处于高位， 考虑到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猪价处于高位时间有望延长。

从投资角度来看，国泰君安证券相关研究

指出，目前市场估值仍在底部，可继续分享周

期与成长的盛宴。 因为疫情影响，本轮猪周期

去产能与以往有所不同，本轮周期在去化能繁

母猪的同时，中大猪也因为疫情的原因加快退

出市场，因此供给传导加快，猪价上涨快于以

往周期。相关疫情在国内爆发打乱了原有的周

期节奏和外在表征，猪价有望创历史新高。

头条图

美元走弱 国际金价“无动于衷”

□本报记者 马爽

近期，COMEX黄金期货主力合约基本徘

徊在1300美元/盎司一线。分析人士表示，尽管

上周美元创出近半年来最差的单周表现，但金

价并未出现明显的上行走势，整体围绕千三关

口反复争夺，主要是英国脱欧局势的不确定主

导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不过，欧盟需要英国为

延期申请说明理由， 且美联储的紧缩空间收

窄，后市金价仍有望震荡走高。

打响千三关口争夺战

上周，COMEX黄金期货主力合约整体维

持在1290-1310美元/盎司区间震荡反复，上

周五收报1302.3美元/盎司， 周度累计上涨

0.28%； 沪金期货以跟随外盘走势为主， 主力

1906合约上周五收报284.9元/克，周度累计上

涨0.48%。

富宝资讯贵金属周评报告表示，美国最新

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令市场大跌眼镜，且近期

无协议脱欧风险也是推动黄金买盘的重要因

素，上半周金价延续震荡走高态势，但幅度不

大，最高仅触及1311美元/盎司一线。而上周四

因英国议会投票反对“无协议脱欧” ，英国脱

欧不确定性降低，市场避险情绪降温，使得作

为避险资产的黄金一度出现近15美元的回落，

也是本月第二次跌至1300美元/盎司下方。

美尔雅期货贵金属研究员刘鑫表示，上周

美元创出近半年来最差的单周表现，但黄金并

未出现明显的上行走势， 且多空博弈较为激

烈，围绕千三关口反复争夺，主要是因英国脱

欧局势的不确定，主导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尤

其是英国议会排除了无协议脱欧的选项之后，

金价一度遭遇重挫。 另外，美国数据疲软但股

市表现十分亮眼，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市场资金

的投资偏好，降低了黄金的吸引力。

从技术面上看，刘鑫表示，上周COMEX

黄金期货周线收小阳线，K线上下影线较长，

实体较小，多空在该位置分歧较大，博弈较为

激烈。

短期仍存支撑

富宝资讯贵金属周评报告认为，金价短线

缺乏明确方向，或将涨跌反复。 技术面上看，在

收复1300美元/盎司整数关口前， 短线略微偏

向下行，但下方空间有限，因1275-1280美元/

盎司区域支撑强劲；若收复1300美元/盎司，则

削弱其下行风险， 上方压力依次在1310美元/

盎司、1324美元/盎司。 操作方面，建议保守者

观望，激进者逢高谨慎做空，短期继续关注英

国脱欧进展以及美联储利率决议。

刘鑫表示，未来市场的焦点应该会再次由

英国脱欧转向美国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动向

上。 策略方面，COMEX黄金目前仍处震荡上

行过程中，建议未来继续逢低做多为主。 目前

来看， 震荡行情的下方支撑主要在三个位置：

1284.5美元 /盎司 、1291.5美元 /盎司以及

1299.5美元/盎司，建议逢低布局多单；沪金未

来与COMEX黄金价格走势大同小异，上方关

键压力在287元/克，下方支撑暂看282.5元/克。

中信建投期货分析师江露也认为，虽然目

前无协议脱欧概率降低，但欧盟需要英国为延

期申请说明理由，因此市场仍有一定的避险需

求，加之美国近期经济数据偏弱，美联储紧缩

空间收窄，贵金属将继续得到支撑，保持偏多

操作思路不变。预计沪金1906合约短期运行区

间为282-287元/克。 操作上，前期多单继续持

有，空仓者可逢低做多。

重稀土价格看涨 新“风口” 有望形成

继鸡价、 猪价大涨带动A股相关板块指数翻倍后，

近期处于历史底部的重稀土价格也“一点就燃” 。 数据

显示，3月以来，重稀土氧化镝价格出现急速上涨，15日

收报1370000元/吨，本月以来累计涨近8%，也带动A

股稀土概念指数创下近十个月以来新高。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缅甸进

口突然收缩， 国内重稀土开采技术问题短期仍难以突

破， 同时环保政策趋严抑制重稀土产量增长的背景下，

重稀土供应缺口将难以弥补，涨价将是确定性事件。

涨价将是确定性事件

历史上，A股稀土板块往往跟随稀土涨

价而升。

华泰研究所有色金属分析师表示，

2012-2015年期间出现了数次基于收储或

预期形成的行情。 因“黑稀土” 严重恶化了

供需格局，市场认为收储是可以阶段性改善

供需、催化价格上涨的主要的有效政策。 但

此次稀土价格上涨是因缅甸进口减少导致

中重稀土供需趋紧， 预计涨价行情将持续，

且历史上每次稀土价格上涨都会衍生出相

应的板块行情。

安泰科专家表示， 预计5个月缓冲期

（2019年5月到期）之后，缅甸稀土进口渠

道将关闭，何时恢复暂不确定。 海外已形成

一定轻稀土产能但中重稀土冶炼能力匮乏，

且中重稀土在高科领域作为添加剂具备不

可替代性，其战略价值凸显。

对于后市，华泰研究所有色金属分析师

表示，不同以往收储行情，此次稀土涨价是

由于缅甸进口减少导致中重稀土供需趋紧，

看好中重稀土行情。

刘文平认为，若2月和3月从缅甸的实

际稀土进口量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则镝价

有可能会在5月前加速上涨。 稀土是个小

市场，单价高，且相关新闻容易引发关注

度， 在出现短缺情况时易形成恐慌情绪，

造成上游惜售、下游抢购。 若二三月份实

际进口量有所提升，则镝价上涨速度会较

为缓慢。

“随着智能化时代到来， 新能源汽车、

5G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智能家电等不断

推广普及，未来对中重稀土的需求增速会进

一步提升。 在这种预期下，稀土企业自身也

存在存货惜售的想法，进而会进一步加剧市

场供需格局， 看涨后市中重稀土价格走

势。 ”杜帅兵表示。

稀土板块“原力觉醒”

所谓稀土，是指化学周期表中镧系元素和钪、

钇共十七种金属元素的总称， 因在工业和新材料

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各国将它作为一种战

略储备资源。 因稀土矿资源的开采衍生出产品含

量、价值、用途等方面不同的品种，稀土因此分为

重稀土和轻稀土。

与轻稀土年初以来的阴跌行情不同， 在沉寂

多年之后， 近期作为重稀土一员的氧化镝价格出

现昂首阔步式大前进。 百川资讯数据显示，3月15

日氧化镝价格报 1370000元 /吨，2月 28日报

1270000元/吨， 仅3月以来累计涨幅为7.87%，而

去年底价格维持在1210000元/吨，今年以来累计

涨幅为13.22%。

“春节以后，由于轻稀土处于市场供应过剩、

下游需求呈低迷态势，价格维持持续下跌态势。而

由于供需存在错配预期， 重稀土价格则以上涨为

主，尤其是3月以来出现加速拉升。 ” 百川资讯稀

土分析师杜帅兵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生意社稀土分析师陈玲也向记者表示：“近

期，重稀土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市场供需格局影响。

一方面，缅甸进口突发收缩，将导致市场供应减少；

另一方面，春节过后，在供应端减少预期利好支撑

下，市场询盘行为增加，需求端出现显著增长。 ”

重稀土价格的上涨热情也感染了A股稀土板

块表现。 Wind数据显示，在1月31日创下阶段新

低656.1点之后， 稀土概念指数出现单边快速上

涨，3月14日最高触及988.27点， 创下2018年5月

15日以来新高，区间累计最大涨幅达50.63%。

招商证券有色金属首席分析师刘文平表示，

稀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 目前已经形成相对稳定

的产业链“圈子” ，且行业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在重稀土价格不断走高的同时， 稀土加工

企业终端销售也出现好转， 有望增厚企业利润空

间， 因此A股稀土板块跟随重稀土价格上涨而

动。 ”陈玲表示。

供需错配成业内共识

重稀土行业供需格局错配已是业内共

识。 近年来，由于国内持续打击私采乱挖行

为和执行严格的环保政策，我国已变成全球

最大的稀土进口国。

据刘文平介绍，我国曾是全球最大的稀

土供应国，且“黑稀土” 泛滥导致我国稀土

行业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状态。 不过，随着政

府在政策端的发力，稀土“打黑” 和整合六

大稀土集团等重磅政策频繁出台，行业整治

带来我国稀土矿供应持续收缩。 同时，也推

动我国稀土矿开采行业人才流向东南亚、美

国等地， 推动当地稀土采选技术大幅提升，

进而成为我国的主要稀土矿来源国。

缅甸就是我国重要的进口稀土矿供应

源。 杜帅兵表示，2018年11月14日，我国宣

布禁止进口缅甸稀土资源；12月14日又给

出5个月时间的缓冲期。

此禁令宣布之后， 我国从缅甸进口的稀

土资源数量大幅下降。 因我国从缅甸进口的

主要为稀土精矿，在海关口径下被列入混合碳

酸稀土行列。数据显示，自2018年11月起我国

混合碳酸稀土进口量开始显著下降，2019年1

月为733吨，而2018年1月该数据为3500吨。

据刘文平推测，2018年我国从缅甸进口

稀土精矿约为2万吨（折氧化物），其中镝的

含量约为600吨-700吨之间。 而我国去年的

镝产量约在2300吨左右 （包括进口矿来

源），缅甸来源的镝占到我国的29%。 而由于

我国严格的环保政策， 造成国内配额内重稀

土开采量约为60%左右。因此实际上，我国每

年的镝产量或不足2000吨。 若缅甸矿确定关

闭，则以后每年减少的镝供应量或超过30%。

从国内稀土供应方面来看，如果按照国

家规定的合理、合法生产开采，目前共有六

家企业具有这种权限。 据杜帅兵介绍，从近

期工信部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稀土开采指

标来看，除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未含有离子型稀土 （即中重稀

土）外，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五矿

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稀

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拥有1250吨、

1005吨、1720吨、4250吨、1350吨离子型稀

土资源开采权，合计为9575吨。

“若按照下半年国家给定同等份额的

指标，2019年全年市场上离子型稀土供应共

计为9575*2=19150吨。 但因五矿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并没有进行开采， 预计2019年两家合计为

10510吨（1005吨*2+4250吨*2）的中重稀

土将难以供应。 因此，2019年市场上合法渠

道的供应量大约为 8640 吨 （19150 吨

-10510吨），而目前市场上一年的中重稀土

需求大概为5万吨。 ”杜帅兵表示。

刘文平也表示， 我国的重稀土因为面临

开采技术的问题（造成污染），短期仍难以突

破，而且环保政策趋严，重稀土产量增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