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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快推进稀土行业终端应用

□本报记者 于萍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稀土在新

兴产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随着我国

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风电、新材料等

产业的发展，稀土的需求量不断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扩大终端领域的应用，

将拉动稀土行业协调发展。

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有着“工业维生素” 之称的稀土

在磁材、催化、发光、高分子等诸多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近期召开的第

六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上， 多位

行业专家表示， 需要加大对于稀土应

用端的拓展力度。

“我国稀土行业的发展， 在经历

了第一阶段突破冶炼分离技术， 第二

阶段突破稀土新材料生产技术之后，

现在进入第三阶段， 即稀土材料的终

端高水平运用产业化集成。 ” 中国稀

土行业协会会长干勇表示， 以钕铁硼

为代表的稀土永磁体是迄今最强的磁

体， 稀土永磁材料已广泛应用于高性

能材料、载人航天、移动通信、航空母

舰、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高速铁路

等工程技术领域。

数据显示， 我国钕铁硼生产企业

有200余家， 年生产能力在1000吨以

上的企业有近30家，基本形成了京津

-山东地区、山西和宁波-浙江地区三

大生产基地。 国外规模生产烧结钕铁

硼磁体的公司主要有日本的日立金

属、信越化工、德国VAC公司等。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拥有日

立金属专利许可的企业有中科三环、宁

波韵升、安泰科技、北京京磁、北京银

纳、烟台正海、宁波金鸡和安徽大地熊。

这几家企业的产量约占我国烧结钕铁

硼磁体总产量的30%左右。

“开发生产新能源汽车， 将是扩

大稀土永磁、 稀土储氢材料需求难得

的机遇。 ” 一位稀土业内人士表示，相

比过去一直以纯电动车为主的新能源

车技术路线， 目前大力发展混动车的

呼声较高。可以预计，国内外新能源汽

车发展都在加速， 对扩大稀土用量无

疑是最大的利好。

数据显示， 全球稀土储氢合金

95%由中国和日本供应， 其中中国储

氢合金产量超过全球总产量的70%。

稀土储氢合金目前主要用在镍氢小型

电池和镍氢动力电池领域。 而镍氢电

池应用的市场主要为混合动力车和消

费类电器产品两大领域。

专家表示，混合动力车电池90%以

上的市场份额为镍氢动力电池。在今后

的5-10年镍氢电池仍是电动汽车用电

池的主流，会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

长。除稀土永磁、稀土储氢材料外，稀土

发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稀土玻璃陶

瓷材料、稀土抛光材料、稀土助剂等领

域也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政策助推终端应用

尽管是稀土产业大国，但我国在

稀土应用端并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相关人士表示， 在合理控制产业规

模、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未来应

加大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稀土材料终

端产业。

由于缺少稀土材料核心专利技

术， 我国长期以来以较低价格出口稀

土， 又以高价购进终端产品特别是重

要元器件、零部件。 对此，中国稀土学

会副秘书长张安文表示， 除了少数高

端稀土功能材料需要进口， 我国稀土

材料企业能生产包括高端产品在内的

规格品种齐全、 性价比较为理想的各

种稀土材料。 但原料、工艺、管理尤其

是装备方面尚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

总体看， 我国稀土材料与国外产品相

比，在产品一致性、均匀性及服役寿命

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推进稀土应用， 是稀土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 张安文表示，应该

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 和市场

“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运用政策、资

金、体制、机制、价格等各种手段，重视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搞

好稀土开发应用。要恢复、巩固、培育、

开发稀土应用市场， 尤其是高丰度稀

土应用市场。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巡视员、国

家稀土办主任贾银松介绍， 在稀土产

业调整升级支持和引导下， 重点支持

了综合性稀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 高端应用技术产业

化等项目300多个， 建成了一批高端

材料及器械产业化项目， 一些产品质

量性能达到国际水平， 产品附加值明

显提高。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徐德龙也指

出，应该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稀

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与稀土材料综合

性能研发， 确保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

主导地位，引领信息、生物、新能源、新

材料等高新技术的发展。

■ 记者观察

稀土行业改革有望提速

□本报记者 于萍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这

句话形象诠释了我国稀土行业的全

球地位。 不过，近期

WTO

裁定中国稀

土案败诉，令我国稀土出口政策走到

了调整改革的关键路口。如何在

WTO

规则下， 平衡协调国内行业政策，将

是未来稀土改革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地方。

多年来我国承担着世界稀土

90%

以上的供应， 美日欧则是中国稀土的

主要出口国。相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国共出口稀土产品

1.25

万吨， 出口金

额

1.28

亿美元。 其中，出口美国数量占

36.53%

， 日本占

37.3%

， 欧盟国家占

17.02%

。

为了规范稀土出口秩序， 我国从

十多年前便开始实施年度配额制，出

口企业年度稀土出口量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配额数量。 尽管此前出口配额指

标基本上都没有用完， 稀土走私活动

猖獗，但由于国外对稀土需求量巨大，

出口配额制度仍然引发了稀土进口国

的不满。

2012

年，美日欧向世贸组织提

起了诉讼。

可以看到， 引用的众多诉讼理由

和条款中包括一项， 即采取出口限制

措施的成员必须保证对国内生产消费

同时限制。而

WTO

专家组在审查后认

定， 我国对外限制和国内限制的整体

效果是鼓励国内加工精炼， 并确保中

国企业对这些资源的优先使用， 因此

不符合相关条款。

事实上， 业内对于此次稀土诉讼

案败诉早有预期。 这是因为在成为

WTO

成员后，我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

律义务。在资源管理权上，政府不再绝

对和完全自主，而是需要遵守

WTO

的

相关规定。

在与业内交流的过程中， 多数人

认为，不应该过度解读我国的败诉，这

并不是意味着美日欧将免费获得我国

的稀土资源， 而只是获得了更多购买

的机会。在购买的过程中，价格是否公

道，国内生产者是否愿意出售，是市场

行为，政府不应过多干涉。

诚然， 稀土出口配额的出现有其

历史因素。该制度问世后，对调整我国

稀土产品出口结构、 限制低附加值稀

土产品出口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 但是在

WTO

的框架下，我国众多

资源品出口都面临着公平化、 市场化

的约束。 在制定行业政策上如何与

WTO

框架相匹配，恐怕将是未来改革

中务必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利用

WTO

规则中的空间来

设计和制定规则， 就需要业内好好研

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陈

卫东就表示， 需要制定有利于各方利

益平衡的措施， 构建一个以资源税等

管理措施为主， 与国内消费限制平行

实施的出口配额为辅的政策。

从发展上看， 随着高新技术产

业的崛起， 我国越来越重视稀土原

材料的应用。 为了支持国内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 势必要确保国内企业

对稀土等资源类产品的充分获得。

不过， 忽视国内稀土管理体制的问

题并不可取。

目前， 我国正在通过组建大型稀

土集团， 打击稀土违法违规生产来重

塑健康的市场机制。

WTO

稀土案的败

诉，加剧了行业改革调整的紧迫感。 总

体来看， 由于我国稀土市场仍处于供

大于求的阶段， 此前稀土出口配额也

并未用完， 因此对于调整出口管理措

施的压力并不大。 未来我国稀土行业

的改革应该以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为

主，从资源税、环保等方面规范行业发

展，有效合理利用稀土资源，使行业发

展更健康。

加大“打黑”力度

在整合稀土市场的同时， 行业分

散混乱的现状也是无法忽视的根本性

问题。多年以来，我国稀土行业非法开

采和违规生产猖獗， 已经严重制约了

行业的正常发展。 从目前的监管思路

看， 未来对于稀土行业规范管理力度

将加大，将重点打击稀土黑色产业链。

事实上， 违法违规产能对于正规

企业的冲击远非数字上那么简单。 据

业内人士介绍，今年7月底，中钇富铕

矿、龙南高钇矿、安远高钇矿等正规矿

种的离子型稀土价格维持在19万-21

万元/吨， 而南方私矿的价格却只有9

万-13万元/吨。

陈占恒表示，在极端情况下，如果

用南方私矿的利润抵消包头矿利润，

那么牦牛坪、 辉山矿等稀土矿都将出

现亏损。“私矿竞争力强，是因为正规

企业要缴纳增值税费和其他各种税

费。 ”陈占恒表示。

“非法盗采走私的黑色力量，已

经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只有打击非

法取得实质成效， 才能使稀土健康发

展。 ” 贾银松直言，稀土黑色利益链的

背后是官商勾结， 今年将落实地方属

地监管责任，建立轻稀土、中重工稀土

打击违法的区域联动机制。

据了解， 监管部门对打击稀土行

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仍实行高压态势。

工信部会同公安部、国土资源部、环保

部等七个部门， 开展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的专项活动， 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

行挂牌督办。

贾银松表示， 目前共查处稀土违

法盗采案件46起， 责令126家违规生

产企业停产整顿， 并吊销稀土企业经

营执照161家， 查扣涉案的稀土原料

和非法产品1.9万吨。海关查获走私案

9起，涉案稀土产品价格5200万元。 去

年江西赣州查获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查处涉案机关工作人员， 对江西赣州

安远县县委主要领导3人以及相关40

余人进行了立案。

据贾银松介绍，未来将加大“三

打” 力度，既打非治违、打击走私、打

击官商勾结。 还将以专用发票举报

为线索，进行联合检查，并坚决落实

地方属地监管责任， 让市场在阳光

下运行。

专家表示， 我国稀土行业需要尽

快重建规范化的市场秩序， 重塑健康

的市场运行机制。 同时应该加大对下

游应用端的开拓力度， 使稀土行业真

正由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战略优势。

化解产能过剩 推进资源整合 规范生产经营

重塑稀土市场机制

□本报记者 于萍

曾经卖出“黄金价”的稀土，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价格连续下跌。 在近期举行的第六

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当前稀土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非法开采问

题依然突出。

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我国稀土行业正在努力朝规范化方向前行。 从政策上看，

未来相关部门还将推进稀土大集团的实质性整合，加大对行业“黑色产业链” 的打击力

度。对于我国稀土行业而言，化解产能过剩、推进资源整合、规范生产经营将是重塑市场

机制的三大基石。

类别 产品或技术 涉及稀土材料、器件 应用情况

电机及拖动设备 中小功率稀土永磁无铁芯电机 钕铁硼材料

节能

15-20%

，体积降

1/3

，功率提高

45%

绿色建筑材料

新型保温隔热材料 稀土保温材料

市场已有稀土保温涂料

及保温材料产品

抗菌、防污染、自洁净材料 稀土复合抗菌材料 已有研究工作待推广

节能交通工具 混合动力车技术（中度、重度） 稀土永磁电机、动力电池 大部分混动车用稀土永磁电机

新能源汽车

关键总成

镍氢电池、燃料电池 稀土负极材料等 已开发用于燃料电池的材料

驱动电机 稀土永磁材料、同步电机 广泛应用

新能源汽车电动

附件

电动助力转向

EPS

稀土永磁 大部分中高档汽车应用

风电机组零部件

>3MW

各类发电机 稀土永磁电机

25%

以上风电机采用

太阳能 光伏电池 稀土上转换材料 正在研究开发

先进医疗设备 激光治疗 稀土激光器 有发展前景

医学影像 磁共振 稀土永磁材料、

MRI

性能不断提升、高性价比

部分稀土产品及应用情况

稀土价格指数走势图

第六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于萍 摄

稀土行业“内忧外患”

“从目前稀土行业市场看，发展形

势依然不容乐观。 ”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会长干勇这样描述当前的稀土市场。

价格下滑是市场形势的直观体现。

根据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的数据，截至8月

8日，稀土价格指数为148.2点，而去年8

月末该指数曾达到202点。“去年下半年

以来，稀土价格持续下跌，镧、铈、钇氧化

物的价格下跌了40%， 稀土供应仍大于

需求。 ” 干勇坦言。

在国内稀土市场疲软的同时，2013

年以来稀土出口“量增价跌” ，导致出口

效益出现大幅下滑。 “目前稀土出口平

均价格已经低于2010年的平均水平。 ”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占恒表

示， 随着稀土价格下跌， 国外采购量回

升，去年出口较2012年大幅增加；今年

上半年稀土出口量仍保持增长态势，但

出口价格明显下滑。

统计显示， 上半年我国稀土出口均

价为14.07美元/公斤， 较2013年全年出

口均价下降了44.76%。 而在2013年和

2012年，出口均价已经分别同比下降了

54.26%和64.81%。 “稀土行业产能过

剩， 供大于求是导致市场低迷的主要原

因。 ”陈占恒指出，必须加强稀土生产与

废料回收企业的规范管理， 大力打击非

法开采与违规生产。

“产能过剩的矛盾激化主要体现在

2011年以后，高额利润导致大家都去高

额投入。 ” 包钢稀土总经理张忠表示，近

几年下游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消化了

一部分产能过剩，但还不能消化全部。

事实上， 如果仅从每年指令性计划

供应量与国内需求量来看， 应该存在供

应不足的情况。 根据陈占恒的测算，

2014年稀土指令性计划供应量是10.5万

吨，如果基于钕铁硼产量分析，国内需求

应该达到15.17万吨，存在供应不足4.67

万吨。

不过在现实中， 市场情况却与理

论值大相径庭。“市场客观上反映的是

供大于求。 合法企业供应量基本是可

统计可控制的， 多出来的供应量来自

非法渠道。” 一位与会的稀土大型企业

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如果说

钢铁、光伏、建材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比

是1:1.3至1:1.4， 那么稀土行业的产

能过剩比一定超过了1:2。“现在市场

交易份额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

的。 ” 该人士直言。

“南方矿非法开采严重，2013年南

方矿供应量应该在4万吨以上， 而协会

统计的南方矿产量约为3700吨。 ” 陈占

恒直言。

对此，多位稀土行业专家表示，行业

主管部门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实际

情况合理制定总量控制计划， 压缩过剩

产能， 加大对非法开采和违规生产的打

击力度。

在国内市场疲弱的同时， 我国稀土

行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不容小视。 近

期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

诉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

施案上诉机构报告。 上诉机构维持专家

组关于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 出口

配额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

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裁决。 “取消出口配

额会加大稀土管理难度。 ” 干勇直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

东认为，在稀土案败诉以后，中国面临着

三种选择。其一，败诉方有合理的执行期

间，通常约为15个月。 在此期间内，中国

可以选择取消或调整政策；其二，中国仍

然维持现有的出口配额， 但需要为对方

进行补偿，如在其他产品或者贸易项目，

包括以贸易为主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给

予对方更大补偿；其三，如果维持原措施

也不予补偿， 那么胜诉的三方对中国出

口将采取经WTO授权的贸易报复。

“中国如果不执行就会遭到贸易报

复，但如果执行的话，会对我们现有的出

口管理措施进行整合。不论哪种选择，中

国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陈卫东表示，

中国需要进行全面的利益权衡， 在符合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产业升级战略目标的

大前提下， 重建和完善资源类产品的出

口管理体制。

行业整合步伐加快

为了化解行业种种矛盾， 我国

正在大力推进稀土大型集团的组建

工作。 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今年稀

土行业整合不断提速。 按照计划，年

内稀土大集团的组建将基本成型，

未来将大力推进实质性整合。

当前我国稀土行业基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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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为主导的行业发展格局。 今年

年初， 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

召开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专题会

议，重点支持6家企业分别牵头推进

兼并重组，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目前，中铝公司、包钢集团、厦门钨

业组建稀土集团的方案已经获得工

信部备案。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六家集团，

上半年已经完成了三家集团。 组建稀

土集团既不能搞拉帮派，也不能搞形

同虚设的壳公司，要组建符合现代企

业制度的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 工信

部原材料工业司巡视员、 国家稀土办

主任贾银松表示，整合过程中，要将稀

土的开采、冶炼分离、综合利用三大环

节全部包括在内。 在六大集团的基础

上， 全面整合国内的稀土矿山冶炼分

离企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未来有

关部门还将出台政策，支持稀土集团

的实质性整合。 贾银松表示，将把稀

土综合利用项目纳入生产总量控制

的计划管理，重点配置新组建的六大

集团。

从整合进度上看， 虽然组建稀

土集团的方案备案不久， 但一些企

业早已迈开了行业整合的步伐。

按照要求， 包钢集团整合内蒙

古自治区全部稀土开采 、 冶炼分

离、综合利用企业以及甘肃稀土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以包钢稀土为

主体，组建北方稀土集团。 在今年

年初， 包钢集团已与内蒙古9家稀

土上游企业签署了 《整合重组协

议》，将9家公司纳入到内蒙古稀土

专营体系之内，最终成为包钢稀土

控股的企业。

“对于公司来讲，这次重组任务

不是太重， 内蒙古地区已经基本完

成整合，现在是第二步进行细化。 ”

张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整合的

总体思路是以资产为纽带，在生产、

财务、人员等都有安排。 “在生产指

标分配上， 上半年已经给整合企业

预留出了一部分， 下半年也留了很

多。 目前整合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可

以。 ” 张忠坦言。

贾银松表示， 在稀土集团的组

建过程中，将坚持政府指导、政策引

导的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作用， 也要综合运用经

济、技术法律等必要手段，扫除体制

机制障碍，促进兼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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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产能过剩 推进资源整合 规范生产经营

重塑稀土市场机制

本报记者 于萍

曾经卖出“黄金价” 的稀土，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价格连续下跌。 在近期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包头

稀土产业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当前稀土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非法开采问题依然突出。

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我国稀土行业正在努力朝规范化方向前行。 从政策上看，未来相关部门还

将推进稀土大集团的实质性整合，加大对行业“黑色产业链” 的打击力度。 对于我国稀土行业而言，化

解产能过剩、推进资源整合、规范生产经营将是重塑市场机制的三大基石。

稀土市场“内忧外患”

“从目前稀土行业市场看，发展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会长干勇这样描述当前的稀土市场。

价格下滑是市场形势的直观体现。 根据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的数据，截至8月8日，稀土价格指数为148.2点，而去年8月

末该指数曾达到202点。 “去年下半年以来，稀土价格持续下跌，镧、铈、钇氧化物的价格下跌了40%，稀土供应仍大于需

求。 ” 干勇坦言。

在国内稀土市场疲软的同时，2013年以来稀土出口“量增价跌” ，导致出口效益出现大幅下滑。 “目前稀土出口平均

价格已经低于2010年的平均水平。 ”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占恒表示，随着稀土价格下跌，国外采购量回升，去年

出口较2012年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稀土出口量仍保持增长态势，但出口价格明显下滑。

统计显示，上半年我国稀土出口均价为14.07美元/公斤，较2013年全年出口均价下降了44.76%。而在2013年和2012年，出

口均价已经分别同比下降了54.26%和64.81%。 “稀土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是导致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 ” 陈占恒指

出，必须加强稀土生产与废料回收企业的规范管理，大力打击非法开采与违规生产。

“产能过剩的矛盾激化主要体现在2011年以后，高额利润导致大家都去高额投入。 ” 包钢稀土总经理张忠表示，近几

年下游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消化了一部分产能过剩，但还不能消化全部。

事实上，如果仅从每年指令性计划供应量与国内需求量来看，应该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 根据陈占恒的测算，2014年

稀土指令性计划供应量是10.5万吨，如果基于钕铁硼产量分析，国内需求应该达到15.17万吨，存在供应不足4.67万吨。

不过在现实中，市场情况却与理论值大相径庭。“市场客观上反映的是供大于求。合法企业供应量基本是可统计可控

制的，多出来的供应量来自非法渠道。 ” 一位与会的稀土大型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果说钢铁、光伏、建材等

行业的产能过剩比是1:1.3至1:14，那么稀土行业的产能过剩比一定超过了1:2。“现在市场交易份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非法的。 ” 该人士直言。

“南方矿非法开采严重，2013年南方矿供应量应该在4万吨以上，而协会统计的南方矿产量约为3700吨。 ” 陈占恒直

言。

对此，多位稀土行业专家表示，行业主管部门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实际情况合理制定总量控制计划，压缩过剩产

能，加大对非法开采和违规生产的打击力度。

在国内市场疲弱的同时，我国稀土行业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不容小视。 近期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诉

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 上诉机构维持专家组关于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

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裁决。“取消出口配额会加大稀土管理难度。 ” 干勇直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在稀土案败诉以后，中国面临着三种选择。 其一，败诉方有合理的执行期

间，通常约为15个月。 在此期间内，中国可以选择取消或调整政策；其二，中国仍然维持现有的出口配额，但需要为对方进

行补偿，如在其他产品或者贸易项目，包括以贸易为主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给予对方更大补偿；其三，如果维持原措施也不

予补偿，那么胜诉的三方对中国出口将采取经WTO授权的贸易报复。

“中国如果不执行就会遭到贸易报复，但如果执行的话，会对我们现有的出口管理措施进行整合。 不论哪种选择，中

国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 陈卫东表示，中国需要进行全面的利益权衡，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产业升级战略目标的大

前提下，重建和完善资源类产品的出口管理体制。

行业整合步伐加快

为了化解行业种种矛盾，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稀土大型集团的组建工作。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今年稀土行业整合不断

提速。 按照计划，年内稀土大集团的组建将基本成型，未来将大力推进实质性整合。

当前我国稀土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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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为主导的行

业发展格局。 今年年初，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专题会议，重点支持6家企业分别牵头推

进兼并重组，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目前，中铝公司、包钢集团、厦门钨业组建稀土集团的方案已经获得工信部备案。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六家集团，上半年已经完成了三家集团。 组建稀土集团既不能搞拉帮派，也不能搞形同虚设的壳

公司，要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巡视员、国家稀土办主任贾银松表示，整合

过程中，要将稀土的开采、冶炼分离、综合利用三大环节全部包括在内。在六大集团的基础上，全面整合国内的稀土矿山冶

炼分离企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未来有关部门还将出台政策，支持稀土集团的实质性整合。 贾银松表示，将把稀土综合利用

项目纳入生产总量控制的计划管理，重点配置新组建的六大集团。

从整合进度上看，虽然组建稀土集团的方案备案不久，但一些企业早已迈开了行业整合的步伐。

按照要求，包钢集团整合内蒙古自治区全部稀土开采、冶炼分离、综合利用企业以及甘肃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

以包钢稀土为主体，组建北方稀土集团。在今年年初，包钢集团已与内蒙古9家稀土上游企业签署了《整合重组协议》，将9

家公司纳入到内蒙古稀土专营体系之内，最终成为包钢稀土控股的企业。

“对于公司来讲，这次重组任务不是太重，内蒙古地区已经基本完成整合，现在是第二步进行细化。”张忠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整合的总体思路是以资产为纽带，在生产、财务、人员等都有安排。 “在生产指标分配上，上半年已经给整合企

业预留出了一部分，下半年也留了很多。 目前整合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可以。 ”张忠坦言。

贾银松表示，在稀土集团的组建过程中，将坚持政府指导、政策引导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也要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等必要手段，扫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兼并重组。

加大“打黑”力度

在整合稀土市场的同时，行业分散混乱的现状也是无法忽视的根本性问题。多年以来，我国稀土行业非法开采和违规

生产猖獗，已经严重制约了行业的正常发展。 从目前的监管思路看，未来对于稀土行业规范管理力度将加大，将重点打击

稀土黑色产业链。

事实上，违法违规产能对于正规企业的冲击远非数字上那么简单。 据业内人士介绍，今年7月底，中钇富铕矿、龙南高

钇矿、安远高钇矿等正规矿种的离子型稀土价格维持在19万-21万元/吨，而南方私矿的价格却只有9万-13万元/吨。

陈占恒表示，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用南方私矿的利润抵销包头矿利润，那么牦牛坪、辉山矿等稀土矿都将出现亏损。

“私矿竞争力强，是因为正规企业要缴纳增值税费和其他各种税费。 ”陈占恒表示。

“非法盗采走私的黑色力量，已经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只有打击非法取得实质成效，才能使稀土健康发展。” 贾银松

直言，稀土黑色利益链的背后是官商勾结，今年将落实地方属地监管责任，建立轻稀土、中重工稀土打击违法的区域联动

机制。

据了解，监管部门对打击稀土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仍实行高压态势。 工信部会同公安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七个

部门，开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活动，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贾银松表示，目前共查处稀土违法盗采案件46起，责令126家违规生产企业停产整顿，并吊销稀土企业经营执照161

家，查扣涉案的稀土原料和非法产品1.9万吨。 海关查获走私案9起，涉案稀土产品价格5200万元。 去年江西赣州查获一批

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涉案机关工作人员，对江西赣州安远县县委主要领导3人以及相关40余人进行了立案。

据贾银松介绍，未来将加大“三打” 力度，既打非治违、打击走私、打击官商勾结。还将以专用发票举报为线索，进行联

合检查，并坚决落实地方属地监管责任，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

专家表示，我国稀土行业需要尽快重建规范化的市场秩序，重塑健康的市场运行机制。同时应该加大对下游应用端的

开拓力度，使稀土行业真正由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战略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