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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勒股份董事长卢小波：

用科技“硬” 实力参与HVLS风扇市场全球竞争

开勒股份董事长卢小波

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预计到2025年全球

HVLS风扇市场规模将实现

10%以上年增长率， 国内年均

增长率17%以上。 凭借核心技

术方面形成的 “硬” 科技实

力，开勒股份的HVLS风扇产品

在厂房车间、仓储物流、公共

场所三大领域积累了众多客

户。 未来公司将在产品结构、

技术研发等方面持续发力，积

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挖掘新

的增长点。

●本报记者 王可

需求稳步增长

区别于传统小型风扇以及空调系统

等通风调温设备，HVLS风扇具有覆盖面

积大、立体微风效果、节能、安全耐用以

及安装使用方便等特征， 在下游领域的

应用形成了较强的替代性和补充性。

开勒股份生产的HVLS风扇应用于

三大领域：厂房车间、仓储物流以及公共

场所， 主要客户群体为这些领域的相关

企业。 物流运输行业客户包括中国邮政、

DHL、顺丰、圆通、韵达和菜鸟等；电商行

业客户有京东、苏宁、一号店、唯品会和

亚马逊等；商业零售行业客户有沃尔玛、

世纪联华、永辉、苏果、大润发、华润万家

和便利蜂等。

卢小波表示，近年来全球HVLS风扇

市场需求持续稳步增长，2019年全球市

场规模约6.48亿美元。随着人们对自然舒

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要求和节能降耗意识

提升，HVLS风扇产品系列不断丰富，其

市场规模未来将保持快速增长。 预计到

2025年，全球HVLS风扇市场规模将达到

约12亿美元，实现年增长率10%以上。

国内市场方面，卢小波认为，随着我

国工业化水平的提升， 厂房车间对风扇

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2012年-2020年

期间，全国厂房年度竣工面积在3.0亿-3.

6亿平方米，竣工累计总面积达到29.93亿

平方米，这为HVLS风扇的应用提供了可

观的增量与存量市场。 2019年国内市场

规模约13.33亿元， 预计到2025年， 全国

HVLS风扇市场规模将达到35亿元，年均

增长率17%以上。

营销渠道方面，卢小波介绍，公司目

前以直销为主、 经销为辅的方式开拓国

内市场， 拥有近百人经验丰富的销售团

队。 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境外市场，主要

通过经销方式，并在印度、墨西哥等重点

市场布局了子公司，开拓当地市场。

核心技术赋能

HVLS风扇的生产制造方面，卢小波

介绍，涉及电力电子学、材料学和机械力

学等多门学科技术，同时需要系统集成、

工业设计等产品创新技术。 由于下游客

户行业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应用场景丰

富多样， 这要求行业厂商深刻理解客户

的需求，强化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针对

不同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卢小波表示，开勒股份的HVLS风扇

业务起步于异步电机HVLS风扇， 并于

2016年自主开发了永磁同步电机HVLS

风扇。历经十余载持续精耕HVLS风扇技

术研发， 目前开勒股份已形成永磁同步

电机技术、 新型扇叶技术、 安全设计技

术、新型矢量控制器技术等核心技术，科

技“硬” 实力显著。 其中，开勒股份自主

开发的永磁同步电机HVLS风扇在大风

量、 小型化等方面具备更多拓展的技术

可行性，在工业厂房、仓储物流领域获得

市场认可， 并在公共场所领域展现了强

大的优势。

卢小波强调， 开勒的核心技术均为

自主研发，同时不断升级改造，保持竞争

优势。 2018年-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分

别为1002.91万元、1248.88万元、1148.57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3.77%、

4.20%、4.09%。

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升级奠定了

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 招股书显示，2019

年开勒股份HVLS风扇产品境内销售收

入约2.30亿元，占HVLS风扇国内市场份

额的17.23%， 产销规模位居国内同行业

前列，是国内HVLS风扇行业中产销规模

最大的厂商之一。

募投项目助力

9月23日，开勒股份登陆A股创业板。

根据计划， 此次募投资金将用于高效电

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等。

卢小波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

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 帮助公司解决目前面临的产能瓶颈

问题，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和技术

水平，加强销售服务体系建设，从而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

展望未来，卢小波表示，公司以“风

行天下，誉满全球” 为愿景，致力成为全

球HVLS风扇行业领先的产品及服务提

供商， 为客户营造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 未来三年，公司将进一步拓展HVLS

风扇在生活消费类等公共场所的应用，提

升永磁同步电机HVLS风扇的产销比例，

改善产品结构。

作为一款较为新型的产品，HVLS风

扇起步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发

展较为成熟，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

普及率较低，市场潜力大。 卢小波表示，

未来三年，公司将以印度、墨西哥子公司

为基础，通过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模式，

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为公司业务快速

发展挖掘新的增长点。

技术研发方面，卢小波表示，未来三

年，在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背景下，

公司将继续强化技术工艺和产品创新实

力，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 公司将全力做

好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经营业

绩，给股东们以满意的回报。 同时，公司

将建立持续、稳定、科学的投资者回报规

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

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量价齐增

钼产业链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抢眼

●本报记者 何昱璞

今年以来， 金属钼价格持续上涨， 海外需求旺盛是主

因。 受益量价齐增，金钼股份预计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归

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为3.6亿元-4.1亿元，

同比上涨约277%-330%。

需求旺盛

金属钼一次消费主要用于钢铁， 二次消费主要用于能

源、基建、交运、航天军工等领域，且在核能、光伏、LCD、传

感器、军工材料等新兴领域应用空间广阔。

2021年以来，国际钼市场供不应求，氧化钼价格飙升

至约20美元/磅钼的近十年来高位。 上半年，MW（美国金

属周刊） 氧化钼平均价格为12.74美元/磅钼， 同比增长

40.77%，钼铁均价为11.84万元/吨，同比增长13.85%。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金钼股份了解到，1-7月海外市场

氧化钼均价同比上涨54.37%， 国内钼精矿均价同比上涨

21.93%。 随着海外钼精矿价格持续高于国内， 钼产品在6

月、7月连续两个月保持净出口。

同时， 吉翔股份表示，2021年上半年钼市需求较为旺

盛，钼市价格震荡上行。由于欧洲市场现货资源整体较为紧

张，国际价格持续高于国内市场。 进口资源明显下降，国内

主要钼产品出口明显增加。

产销量方面，金钼股份抓住钼价大涨的市场机遇，加强

产销互动，提高钼产品销量，助推营收增长。 截至今年上半

年，公司钼铁、二硫化钼、钼粉、钼板材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

长7.3%、10.5%、42.0%、46.3%， 钼产品经营总量完成年度

计划的115%。 公司调整贸易业务结构，大力提升贸易业务

盈利能力。上半年，公司贸易利润指标完成年计划185%，同

比增长349%。

供应紧平衡

从供应端看，环保监管趋严，国内小型钼精矿企业已多

数关停，行业集中度提升。 国内钼精矿资源较少，供应呈现

紧平衡态势。

专家认为，我国钢铁行业正在经历结构调整，将向

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不锈钢、 特种钢等合金钢方向发展。

随着特钢及合金钢产量比重不断提升，钼需求量呈现增

长态势。

据IMOA的统计，钼在钢铁工业中的应用居首要地位，

占钼总消耗量的80%左右，其中40%用于合金钢，23%用于

不锈钢，8%用于工具钢。 钼添加在钢铁中可以改善钢的强

度和韧性，提高钢的耐磨性和抗腐蚀性，改善钢的焊接性和

耐热性。 钢铁领域对钼消费量占比最大的主要是合金和不

锈钢。 根据性能要求不同，通常钢铁含钼量在0.15%-5%之

间。 数据显示，对标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钼消费仍有巨大

的增长空间。

作为国内钼铁的主要生产商， 洛阳钼业表示，2021年

上半年大宗金属价格屡创新高， 助推其他相关产品的涨价

预期，并刺激国内钼铁需求量同比增长25.17%。

业绩增厚

钼价格快速拉涨，推动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增长。

吉翔股份表示，今年以来，钼市场整体延续偏强态势，

自2月份开始快速拉涨，6月市场看涨情绪较浓，钼市价格大

幅拉涨，钼铁价格在6月最高涨至16.2万元/吨。 上半年钼业

务实现收入17.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88%。

洛阳钼业上半年实现营收848.16亿元， 同比增长

81.45%；实现归母净利润24.09亿元，同比增长138.99%。 洛

阳钼业上半年钼金属产量7999吨，同比增长13.14%。

金钼股份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3.85亿元-4.35亿元，同比上涨235%-278%。公司主营

钼系列产品，布局完整钼产业链，致力于完善钼炉料、钼化

工和钼金属三大业务板块的产业链条。 对于前三季度业绩

大幅增长的原因，金钼股份表示，报告期内经济持续向好，

有色金属行业出现周期性行情。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主

要钼产品成交价格同比增长明显，公司紧抓市场机遇，严控

成本费用，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爱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与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度小满基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奕丰基金”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基金” ）签署的

相关销售协议，自2021年10月13日起，本公司增加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为销售

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具体基金为：

太平日日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太平日日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3398，B类份

额基金代码：003399）；

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太平日日鑫；A类份额基金代码：004330，B类份

额基金代码：004331）；

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太平灵活配置； 基金代码：

000986）；

太平改革红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改革红利精选；基金

代码：005270）；

太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太平行业优选；A类份额基金代码：

009537，C类份额基金代码：009538）；

太平睿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睿盈混合；A类份额基金代码：006973，

C类份额基金代码：007669）；

太平睿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睿安混合；A类份额基金代码：010268，

C类份额基金代码：010269）；

太平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睿享混合；A类份额基金代码：013260，

C类份额基金代码：013261）；

太平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恒利纯债；基金代码：005872）；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恒安三个月定开债；基

金代码：007545）；

太平恒久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太平恒久纯债；基金代码：010476）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业务范围

2021年10月13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相关渠道办理太平

日日金、太平日日鑫、太平灵活配置、太平改革红利精选、太平行业优选、太平睿盈混合、太

平睿安混合、太平睿享混合、太平恒利纯债、太平恒安三个月定开债的申购、赎回、转换、定

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太平恒久纯债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其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

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

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1、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 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并经办理本业务的销售机构认可。投资者须遵循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有关规定，

并与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约定每期扣款日期及固定扣款金额。

太平日日金、太平日日鑫、太平灵活配置、太平改革红利精选、太平行业优选、太平睿盈

混合、太平睿安混合、太平睿享混合、太平恒利纯债、太平恒安三个月定开债、太平恒久纯债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各基金最低申购金额为准（含申购费），度小满基

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可在此最低金额基础之上，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各基金的最低

扣款金额，具体以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须指定一

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度小满基

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按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

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2、交易确认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遵循“未知价” 和“金额申购” 的原则，申购价格以基金申购申请日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月

实际扣款日（如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至基金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

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T+2工作日，投资者可从

T+2工作日起办理相关基金（在该基金已开放赎回业务的情况下）的赎回业务。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

原办理该业务网点申请办理，具体办理程序和事宜应遵循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

的有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及其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

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

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转换费用=转出费+补差费

（2）转出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3）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补差费=Max（｛转出净金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5）转入净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6）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金赎回费

率）

（7）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募集管理并且在本公司注册登记的下列基金，投资者可以

在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申请办理下列基金的转换业务：

（1）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004330；B类份额：004331）；

（2）太平日日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003398；B类份额：003399）；

（3）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86）；

（4） 太平改革红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70）；

（5）太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09537；B类份额：009538）；

（6） 太平睿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06973，C类份额：007669）；

（7） 太平睿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0268，C类份额：010269）；

（8） 太平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3260，C类份额：013261）；

（9）太平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72）；

（10）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545）；

3、转换限额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 单笔转换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00份， 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

的，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单一投资者转换转

入后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暂停或者拒绝接受一定金额以上的转换转入申请。

4、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

售。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5、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 转入的基

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

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

日。

四、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1年10月13日起，本公司将不对本公告所列基金参加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

基金申（认）购费率优惠活动（含定期定额投资）设折扣限制，具体优惠费率以度小满基金、

奕丰基金、爱建基金官方公告为准。 相关基金原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间，若本公司新增通过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销售的基金产品

（具体详见本公司网站），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或定期定额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

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具体以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055-4

公司网站：www.duxiaomanfund.com

2、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站：www.ifastps.com.cn

3、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60608980

公司网站：www.ajwm.com.cn

2、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28-8699或021-61560999

公司网站：www.taipingfund.com.cn

六、重要提示

1、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敬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2、上述申购、赎回、转换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

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对于处于基金封闭期、暂停申购等特殊期间或有其他特殊安排等的

有关规定敬请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3、本公告凡涉及在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办理申购、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等

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度小满基金、奕丰基金、爱建基金的具体安排和规定；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特此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供需趋紧 钴价格持续走高

● 本报记者 金一丹

钴资源作为动力电池生产的重要原材

料，其需求量不断提升。 机构预计，到2040

年钴需求量将较2020年增长约20倍。

企业酝酿上调价格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钴价格持续

走高。 生意社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国内

现货钴的价格从2020年4月不到24万元/吨的

低位，上涨至超39.16万元/吨，涨幅超63%。

上海钢联数据显示， 截至10月8日，电

解钴（国产）价格区间在372000-390500

元/吨。上海钢联分析师表示，近期海外市场

电解钴报价保持上行趋势。 随着原材料成

本提高， 国内不少钴制品冶炼企业在酝酿

上调价格。 上海钢联表示，目前钴产品冶炼

龙头企业开工率在60%-70%，中小企业谨

慎开工，以保障长协为主。 在供应端，现货

收紧促使卖方报盘强势， 预计短期电解钴

价格维持高位。

新能源汽车“带货”

资料显示， 正极材料约占锂电池制

造成本的30%-40%，是涉及锂离子电池

安全、 性能、 成本和寿命的关键材料之

一。 金属钴在三元材料的总重量占比约

为20.36%。

动力锂电池需求量大增， 钴的需求量

随之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8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30.9万辆和

32.1万辆， 分别环比增长8.8%和18.6%，同

比增长均为1.8倍。 1-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达到181.3万辆和179.9万辆，同比增长

均为1.9倍。

百川盈孚认为，2021年三季度，钴需求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售持续放量 ，而

钴的供应受限于矿山品位下降、 管理

趋严 ， 供给增长低于需求增长， 钴价

随之上移 。 2021年-2022年，钴行业或

维持紧平衡 ， 2023年钴行业可能供不

应求。

西部证券表示，目前钴的需求量中动

力电池需求约占60%，这一比例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将持续增长， 预计2023年

动力电池对钴的需求量占比将超过70%。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到2025年，全球电

动汽车销量将达到1000万辆， 相当于每

年约需要10万吨的钴， 届时钴的供应将

变得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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