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编号：（临）2016—022 

1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5年度 

报告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

稀土”或“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披露的

内容，公司认真进行了分析和整理，现逐条说明如下： 

一、关于经营模式 

1.经营模式。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稀土精矿，主要产品为稀土原

料、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应用产品。因此，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将对

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请公司结合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取

消出口配额、稀土出口无关税政策、计税方式转变、公司技术水平及

其相互之间的影响，综合分析影响稀土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及对

公司盈利的影响。 

回复：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稀土矿浆，自公司上市以来一直从

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处采购，能够获得稳定供应。2011年以前，

双方每3年签署一次《关联交易协议》，采用固定价格的方式进行交易。

2012年以来，双方每年签署一次《关联交易协议》，通过既定公式计

算交易价格的方式进行交易。2015年5月，国家调整了稀土资源税征收

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由原来的按开采量60元/吨计征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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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按销售收入的11.5%计征。自2013年下半年公司稀土选矿工序停产

以来，公司未从包钢（集团）公司采购矿浆，稀土冶炼分离等下游工

序一直使用库存稀土精矿进行生产。因此，稀土资源税计征方式的变

化对公司2015年度的盈利能力未产生影响。根据公司与控股股东包钢

（集团）公司之间关于稀土矿浆关联交易的安排，今后稀土资源税由

包钢（集团）公司负担缴纳（详见公司2014 年3月14日披露的《关于

修订关联方供应公司稀土矿浆定价公式的公告》）。 

2015年, 稀土市场全年总体呈现低迷态势，各类稀土产品年末市

场价格较年初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公司主导产品中，氧化镨钕价格

全年下跌 8%，氧化镧价格全年下跌 22%，氧化铈价格全年下跌 23%。

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基本趋于一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公司采取有

效措施，发挥镧铈产品低成本优势，加大去库存力度，镧铈销售量同

比增加 1万吨，比上年增长 37%。同时，公司通过联合限产保价，适

时运作镨钕产品，努力增加利润。公司还发挥稀交所交易平台与价格

指数作用，引导市场平稳运行。2015年，国家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并取

消稀土出口关税，使公司出口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对此，公司发挥

资源、品牌等优势，积极加大国际市场销售力度，主动与国际大公司

加强战略合作。公司全年出口稀土产品 4030 吨，但量增价减，国外销

售额与上年同比基本稳定。2015 年，公司在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61.04 亿元，占比 93.84%；在国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 4.01亿元，占比

6.16%。因出口关税取消，公司关税缴纳比上一年度减少 1165 万元（含

稀土磁性材料、稀土抛光粉），同比降低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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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公司近5年来国内外营业收入比例变动幅度较小。 

公司采用的浮选法稀土选矿、酸法稀土焙烧、稀土串级萃取分离

技术，均为先进、成熟的稀土生产技术，保证了公司生产的相对稳定。

在此基础上，公司逐年进行技术革新，努力降本增效，提高产品市场

竞争力。 

目前，影响稀土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一是非法开采、非法流通

的稀土产品干扰稀土市场秩序，因非法产能税负、环保成本低，又属

国家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划外产能，影响了合规稀土企业的生产经营。

今后，在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通过组建大集团等方式规范行业生

产秩序的政策措施下，稀土市场将向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下游

应用量的增长。近年来，因经济景气度的低迷，稀土生产增长趋缓。

下一步伴随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稀土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将带

动稀土应用量的增加和应用面的拓展，进而拉动稀土产品价格回升。 

二、关于上游稀土资源 

2.稀土资源控制。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的独

家开采权，拥有内蒙古地区稀土产品专营权。请公司补充说明：（1）

上述采矿权的期限；（2）稀土产品专营权期限及内蒙古地区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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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占比情况；（3）结合公司目前控制稀土保有资源量、稀土开采

配额及同行业公司的情况，分析公司在稀土资源控制方面的主要竞争

力。 

回复： 

（1）采矿权期限 

白云鄂博矿采矿权、内蒙古地区稀土专营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包钢

（集团）公司所有。包钢（集团）公司白云鄂博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至2031年12月。 

（2）专营权期限及内蒙古地区销售收入占比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稀土资源开发秩序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内政发电[2010]19 号），自 2010年年底，在内

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稀土战略资源由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

营（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明确内蒙古地区稀土资源由包钢（集团）公司专营的公告》）。2015

年，公司稀土产品（包括碳酸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盐类等专营产

品，不含稀土金属、稀土功能材料等不在专营范围内的产品）在内蒙

古地区销售收入为 4.37 亿元，占公司同类产品销售收入的 15.87%。 

（3）资源控制方面的主要竞争力 

经公司查阅各类文件、资料信息，白云鄂博稀土资源储量虽然公

认为全球最大，但具体储量目前没有统一、权威数据。2015年度，国

土资源部下达全国的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10.5万吨，其中下达给

内蒙古地区[包钢（集团）公司]的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5.95万吨，

占全国指标的56.66%。由于白云鄂博矿区稀土资源随铁开采，为了实

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公司2013年以前部分年度稀土矿产品生产数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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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土资源部下达指标，但自身应用及市场投放总量严格执行国土资

源部下达指标，多余部分形成库存。公司作为全国最大的稀土生产企

业，是公司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的稀土产业发展平台，获得的

稀土矿生产指标居国内首位，这是包钢（集团）公司资源优势的体现，

奠定了公司市场影响力、行业竞争力的基础。 

三、关于中游冶炼分离 

3.冶炼分离能力。请公司补充披露：（1）区分轻稀土、中重稀

土的主要产品产量、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2）公司的冶炼分离

产能及配额情况；（3）结合主要产品、冶炼分离产能、冶炼分离配

额及同行业公司的情况，分析公司在稀土冶炼分离方面的主要竞争力。 

回复： 

（1）2015年公司稀土分离产品产量、营业收入、毛利情况 

项目 轻稀土 中重稀土 备注 

产品产量（折 REO吨)  40,117.56   1,489.43   

营业收入(万元）  331,948.91   111,694.88  
含本公司购入的、非本公司生产

的稀土分离产品的营业收入。 

毛利（万元）  105,165.94   8,209.84  
由于无法按产品列示净利润，因

此列示为毛利润。 

（2）公司冶炼分离产能及配额 

目前，公司直属、控股、参股企业合计年焙烧、分解产能20万吨，

其中焙烧产能17.5万吨（以REO计，下同）；分离产品产能9.65万吨。 

2015年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共下达两批稀土生产总量控制计

划。其中全国两批合计稀土矿产品（即国土资源部稀土开采总量控制

指标）总量 10.5 万吨、冶炼分离产品 10 万吨。公司分别获得 5.95

万吨、5.0084 万吨，分别占全国总量控制指标的 56.67%、50.08%。 

（3）公司冶炼分离方面的主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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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北方有直属、控股、参股冶炼分离企业 14家，在南方有分

离企业 2家，形成轻重稀土兼备、产品优势互补的格局，能够生产 60

多个品种、120 多个规格的稀土分离产品，产品类别齐全，能够有效

满足用户各类需求。公司牢牢把握国家稀土生产总量控制、提高环保

标准、实施行业准入、推进整合等一系列稀土政策机遇，充分发挥自

身轻稀土氧化物和化合物产量及总量控制指标全国首位的优势，加强

市场开拓，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行业话语权，不断巩固提高稀土原料产

品市场优势地位。同时，强化下属冶炼分离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

完善生产配套、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大新

产品开发力度，提升技术水平，推进清洁生产，促进冶炼分离环节竞

争力不断提升。 

四、关于下游应用领域 

4.下游应用拓展。公司稀土功能材料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2亿元，毛利率为17.16%，盈利能力较强。请公司补充说明：（1）

公司稀土功能材料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和市场竞争地位；（2）公司

在开拓稀土下游应用领域方面的具体举措及未来规划；（3）结合上

游稀土资源、中游冶炼分离等因素，分析公司在稀土应用领域方面的

主要竞争力。 

回复： 

（1）公司稀土功能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 

公司目前重点发展四大功能材料，即磁性材料、抛光材料、发光

材料、贮氢材料。磁性材料是迄今为止磁电转化效率最高的材料，在

高科技应用领域不可或缺，广泛应用于汽车电机、风力发电、医疗器

械、数控伺服、家用电器、电脑、手机等领域。抛光材料主要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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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触控屏玻璃研磨、光学研磨、玻璃硬盘研磨等领域。发光材料主

要用于节能照明领域。贮氢材料主要用于镍氢动力电池领域。 

（2）公司功能材料的市场竞争地位、具体举措及未来规划 

目前，公司磁性材料已经完成包头地区自建1.5万吨，北京、浙江

宁波、安徽庐江合作建设1.5万吨的产业布局，所属4家企业分别位于

国内不同稀土磁性材料产业集聚区，合计产能国内最大，特别是具备

北方稀土原料稳定供应和低价优势，使4家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有利地

位。公司抛光材料产能6000吨，其中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公司产

能5000吨，采用日本清美公司先进生产技术，是抛光材料行业价格主

导企业。公司贮氢材料、发光材料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资

产、营业收入比例较小，能够消化公司部分稀土原料产品，努力在各

自行业中竞争发展。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完善现有新材料与应用产品产业布局，提升

已经建成的稀土永磁材料、抛光材料、贮氢材料、发光材料产品技术

含量，完善产品结构，努力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自身产品竞争力。公

司将进一步延伸磁性材料产业链，拟通过合作方式开发生产稀土永磁

节能电机。公司还将加快发展另一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催化材料。

稀土催化材料主要应用于石油炼化、汽车尾气净化、工业废水与废气

治理等领域。公司拟合作建设稀土脱硝催化剂项目，解决公司镧铈类

产品的平衡应用问题，并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3）公司在稀土应用领域方面的主要竞争力 

公司发展稀土功能材料及部分应用产品，首先立足于公司稀土原

料优势。白云鄂博全球最为丰富的稀土储量、公司50多年的稀土原料

产业积累，国家对资源产品向深加工产品转化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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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稀土应用产品的基础和动力。其次，公司具有技术和研发优

势。为发展稀土产业，公司下属的稀土研究院既进行稀土基础研究，

也广泛开展稀土应用研究，在功能材料和应用产品技术开发方面取得

系列技术成果。公司建设的1.5万吨稀土磁性材料产业，主要依托稀土

院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其它中下游产业子公司，加强自主研发的同

时与稀土院深入开展技术合作，并在检测、咨询、信息方面获得稀土

院服务。再次，公司实施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率先构建了稀土全产

业链优势。集团内各企业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实力，为公

司应用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最后，国家政策和公司区位优势虽然

与诸多公司共享，但由于北方稀土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公司的中下

游产业能够获得更充分的政策和区位支持。 

五、其他 

5.销售毛利率。公司稀土产品的毛利率较上年减少10.38个百分

点，但仍高达23.17%，明显优于同行业公司的平均情况。请公司结合

销售渠道、经营模式及同行业公司的相关情况，分析说明公司稀土产

品毛利率较高的原因。 

回复： 

自 2011 年以来，稀土资源税开征、稀土矿浆采购价上涨等因素导

致公司成本增加，但从 2013 年下半年起，公司稀土选矿工序停产，公

司未采购稀土矿浆，一直使用以前年度库存的成本较低的稀土精矿进

行后续分离生产，使得公司稀土产品生产成本比同行业公司较低。此

外，公司拥有在技术及装备都比较先进的从稀土冶炼分离到稀土功能

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综合成本优势也比较突出，因此，尽管近两年

稀土市场持续低迷，但公司仍然保持一定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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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5年公司销售毛利率见下表： 

年度 2011 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毛利率 72.79% 41.29% 36.37% 32.78% 23.48% 

6.季度收入差异。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最大，但盈

利最少。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主要产品的销售量及价格走势情

况，分析报告期内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2）在第

四季度盈利下滑的情况下，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回复： 

（1）下图为 2015 年稀土价格指数走势图。 

 

结合 2015 年稀土价格指数图，将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差

异较大的原因及在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但盈利下滑的原因说明如下： 

（1）营业收入波动的原因 

公司营业收入与稀土产品价格趋势有时不完全一致，主要与公司

部分产品结算日滞后于销售合同签署日有关，期间有一定的时间差。

2015年稀土市场呈现震荡走低的态势，一季度价格上涨，公司签订了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编号：（临）2016—022 

10 
 

较多的销售合同，但部分产品发货和结算实现在二季度，收入确认在

二季度。因此，尽管二季度价格呈现下跌趋势，但销售收入较高，包

含了一部分一季度签订的合同。二季度稀土价格开始下跌，签订的合

同较一季度减少，三季度价格跌幅继续扩大，销量减少，因此三季度

营业收入大幅减少。四季度稀土价格反弹，销量回升，营业收入较三

季度又显著增加。 

（2）利润波动的原因 

   公司的利润总额与营业收入的变化趋势相同，二季度最高，三季

度最低。但净利润还受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5 年末公司按照会计准

则要求，确认了较多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导致四季度净利润大幅减少。 

北方稀土分季度销售利润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一、营业收入  169,182.93   322,472.01   126,709.97   205,681.65  

减：营业成本  124,035.86   238,760.29   104,216.48   158,124.34  

毛利  45,147.07   83,711.72   22,493.48   47,557.31  

毛利率 26.69% 25.96% 17.75% 23.12% 

利润总额 20297 31572 -1948 7182 

所得税费用 6003 9591 -107 21565 

净利润 14294 21981 -1841 -14383 

7.应收票据、应收账款。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余

额分别约为5亿元、9.6亿元，较2014年末分别大幅下降42.99%和

38.39%。但公司同期营业收入却增长了12.18%。请公司结合销售渠道、

经营模式及同行业公司相关情况，分析说明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5 亿元、9.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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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 2014 年末分别大幅下降 42.99%和 38.39%。但公司 2015 年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了 12.18%。主要原因如下： 

（1）2014 年 12 月，公司对一家大客户实现了 8.2 亿元(含税）

的稀土原料产品销售，账期 3 个月，该笔应收货款占到 2014 年末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的 52%，该笔应收款项于 2015 年 4月份收回。2015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比年初减少了 7.6亿元，已体现在公司 2015 年半

年报数据上。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尽管同比有所增长，但没有在年末

突发大额赊销销售业务，因此，年末应收账款显示比年初大幅下降。 

（2）公司 2015年末应收票据 5 亿元，比年初减少 3.8亿元，降

幅较大。应收票据年末数仅能反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时点公司

应收票据的余额，与年度销售收入总额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银行

承兑汇票是公司销售回款的主要方式，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公司通

常以采购付款的方式支付出去，或者到期解付变成货币资金，因此，

2015 年末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主要是公司在年度内收取的大部分银

行承兑汇票在年末时点已支付或已解付为货币资金。 

8.稀土科研。公司建立了层次分明、特长突出、契合公司发展需

求的科研工作体系，并由此形成了公司雄厚的稀土科研、技术、人才

积累与储备。请公司补充说明：（1）科研人员人数及学历构成情况；

（2）报告期内的科研成果情况；（3）科研成果的转化情况；（4）

结合公司的科研、技术、人才储备情况，分析公司在稀土科研方面的

主要竞争力。 

回复： 

（1）科研人员人数及学历构成情况 

公司（含子公司）共有科研人员544人，其中博士17人，硕士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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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科281人，大专90人，其他18人。 

 

 

 

 

 

 

 

（2）报告期内的科研成果情况 

2015年，公司围绕新产品开发、节能、环保、资源回收利用、

产业升级等开展各类科研课题84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24项（包

括包头市稀土转型升级试点项目12项），验收、结题31项。全年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45项；负责制、修订国标、行标9项。 

年内，公司高品位稀土精矿选矿技术实现 50%、65%两种规格产品

的共线生产。65%品级稀土精矿杂质大幅降低，为后续冶炼分离工序降

低生产成本提供了支持。稀土院稀土镁合金中试生产线已具备年产

1000 吨稀土镁合金生产能力，开发的特种用途稀土镁合金产品进入

产业化应用阶段。高纯稀土金属完成了金属镱、铕制备的中试试验，

纯度达至 4N，收率达到 93%以上。室温磁制冷技术加快成果转化，不

断接近实用化、民用化水平。研发了新型磁致伸缩材料，已局部应

用于液位传感器、管道超声检测等领域。“稀土钢用新型稀土铁中

间合金的研制”项目已经完成制备铈铁中间合金的小试、中试试验。

研发出的第三代铬酸镧元件生产工艺已获发明专利。 

（3）科研成果的转化情况 

公司“白云鄂博中贫堆置矿综合利用技术开发”项目在稀土精

博士, 17人

硕士, 138人

本科, 281人

大专, 90人

其他,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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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品位、稀土回收率等方面实现突破，并进入生产应用阶段。冶炼

分离实施工艺连锁自动化控制，实现精细化操作，提升了产品的质

量及一致性。研制的新型节能稀土金属电解槽，节能 15%以上。研

发的新型钕铁硼磁环已陆续应用于永磁电机、传感器等高技术领域。

开发的汽车变速器泵壳用 WE43 合金、3C 领域用 EM31 合金已进入产

业化阶段。与鸿达兴业签订 PVC 稀土复合热稳定剂技术转让协议，

促进了白云鄂博高丰度稀土元素镧铈的应用。 

（4）公司在稀土科研方面的主要竞争力 

公司所属的包头稀土研究院成立于 1963 年，是全国最大的综合

性稀土科技研发机构，是以稀土冶金、环境保护、新型稀土功能材

料及其高新技术应用、稀土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稀土分析检测、

稀土情报信息为研究重点的多专业、多学科的综合性研发机构，聚

集了众多稀土人才，有雄厚的稀土技术积累与储备。稀土院建有“稀

土冶金及功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内蒙古希苑稀土功能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稀土生产力促进中心”、“内蒙

古自治区稀土高温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稀土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世界稀土专利检索系统”。搭建了稀土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与中科院北京分院等共建了包头稀土研发中心。获批

建设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稀土院的品

牌、实力、影响，均是公司科研竞争力的体现。 

此外，公司各子企业建立的技术（研发）中心，服务于公司基层

生产与市场一线需要，是公司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的基础载体，在公

司研发与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9.稀土收储。根据中国稀土网站，2016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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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稀土企业上游储备动员大会，标志着稀土行

业企业层面的供给侧改革进入实质攻坚阶段。请公司补充说明：（1）

本次稀土商业收储的总量及公司获得的收储量；（2）结合历次商业

收储及国家收储的数量及主要产品情况，分析收储对稀土产品价格的

具体影响；（3）稀土收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回复： 

（1）本次稀土商业收储的总量及公司获得的收储量 

2016年 3 月 30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稀土企

业商业储备动员大会，会议明确了企业自愿、政府监管、市场运作、

盈亏自负的稀土商业储备原则。由于公司尚未收到关于本次商业收储

的正式文件，因此不能确定本次商业收储的总量，公司参与交储的数

量也尚未最终确定。 

（2）结合历次商业收储及国家收储的数量及主要产品情况，分析

收储对稀土产品价格的具体影响 

经查阅媒体关于稀土收储的相关报道，2012年稀土收储约 1.8 万

吨（每日经济新闻 2012 年 8月报道），2014 年共收储 1.3 万吨，其中

国储 1 万吨，商储 3000 吨（上海有色网 2014 年 9月报道）。2015年

收储计划未实施。 

从历次稀土收储对市场的影响来看，稀土收储能够阶段性调节市

场供应，避免稀土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提振市场信心，

对稀土产品价格正常运行和市场秩序的好转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部分

时段稀土收储的信息还刺激了稀土产品价格上涨。 

（3）稀土收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由于稀土收储可以稳定稀土产品价格和预期，有利于公司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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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公司通过参加收储，既能直接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降低库存，

也能使公司抓住因收储促进稀土产品价格稳定或上涨的时机，更好地

进行市场销售工作。 

10.稀土集团整合。2014年，六大稀土集团相继完成备案。2015

年1月28日，工信部召开的重点稀土省（区）和企业工作会议，明确

了2015年年底前六大集团完成整合全国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的

目标。请公司补充说明：（1）六大稀土集团目前整合进度情况；（2）

六大稀土集团各自的产业侧重情况；（3）六大稀土集团整合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 

回复： 

（1）六大稀土集团目前整合进度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稀土大集团网站及媒体公开报道，六大稀

土集团组建方案已全部于2014年完成备案；中国北方稀土集团、中国

铝业公司、厦门钨业稀土大集团组建已于2015年通过验收。根据工信

部2016年1月29日会同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召开的2016年

稀土行业座谈会，2016年6月底前六大稀土集团将全部完成实质性组建，

实现以资产为纽带的实质性重组。 

（2）六大稀土集团各自的产业侧重情况  

北方稀土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以稀土资源控制为基础、

冶炼分离为核心、稀土新材料领域建设为重点、终端应用为拓展方向

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稀土原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应用产品、稀

土科研、稀土贸易兼备的集团化发展，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产

业基地。 

经查询其它稀土集团公司网站、公开媒体报道等信息，其它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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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产业侧重如下： 

中国铝业公司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相关

贸易及工程技术服务等，是目前全球第二大氧化铝供应商、第三大电

解铝供应商、铜业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长期发展战略是做强

铝业，做优铜业，做精稀有稀土，其他相关业务为三大核心主业提供

服务和保障。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钨精矿、钨钼中间制品、粉末产

品、丝材板材、硬质合金、切削刀具、各种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

稀土发光材料、磁性材料、贮氢合金粉、锂电池材料及其他能源新材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兼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主要从事金属矿产品的勘探、开采、冶炼、加

工、贸易，以及金融、房地产、矿冶科技等业务。其下辖的五矿稀土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稀土深加工产品经营

及贸易，以及稀土技术研发、咨询服务。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公司是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全资企

业。按照国务院总体规划和部署，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将按照市场化

原则，主要负责广东省内外稀土资源的整合和企业联合重组工作。 

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由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江西铜业

集团公司和江西稀有金属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主要经营

项目为稀土行业的投资、管理及授权范围内稀土行业的国有资产经营

与管理。  

（3）六大集团整合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六大稀土集团组建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稀土产业政策。组建完成后，

国内稀土产能将主要集中于六大稀土集团，国家总量控制计划将向六

http://baike.finance.ifeng.com/doc/16816
http://baike.finance.ifeng.com/doc/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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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稀土集团分配，我国稀土行业生产经营秩序将进一步好转。受益于

六大集团组建完成后的产业环境，稀土行业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将减少

乃至消除，公司稀土原料产业优势将能得到充分发挥，公司技术进步、

人才集聚的特长将充分体现，产品销售渠道将更加顺畅，产品价格更

具有市场竞争力。与其它五大稀土集团开展公平竞争与互动合作，将

能促进公司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稀土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科研与

自主创新等方面工作水平提高，从而促进公司整体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