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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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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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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

稀土）于 2022年 8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北方稀土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2022 年 9 月 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瞿业栋先

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代行）王占成先生，

独立董事祝社民女士参加了本次说明会，解答了投资者提问。现将本

次说明会提问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最近市场价波动较大，请问公司是否会出手稳定市场价？

八月份挂牌价已经比市场价高了，九月份是否继续稳价措施？  

答复：公司持续发挥稀土大集团引领作用，落实国家稀土发展战略，

保供稳价，持续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促进全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  

问题 2：面对稀土主要产品如氧化镨钕价格下降趋势，公司计划采

取哪些措施稳定终端市场？  

答复：为提高稀土产品附加值，促进稀土元素平衡高值利用，公

司积极推动稀土产业向下游高端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发展，做精做强稀

土功能新材料产业，公司发挥稀土资源优势，以资本为纽带，通过独

资设立、合资组建、并购重组等方式发展磁性材料、抛光材料、贮氢

材料、催化材料等稀土功能材料产业，不断提高产业规模、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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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创造能力。公司所属稀土功能材料企业根据公司战略规划，通

过采购加工稀土原料类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各自产业领域内的稀

土功能材料产品。同时，公司结合资源特点及发展规划，调整优化产

业布局，做专做特稀土终端应用产品。  

问题 3：请问与厦门钨业的合作将会给北方稀土带来哪些机遇？  

答复：双方在产品结构、上游资源与下游应用等方面有着良好的

互补性，双方决定在稀土产品、技术协同、股权、产业运营、管理、

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形成深度战略联盟关系，以强化双

方的合作。  

问题 4：请问今年上半年疫情对公司经营影响大吗？看稀土销售量

下滑了。  

答复：上半年国内疫情反复，导致物流环节不畅，对公司的销售

发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  

问题 5：前段时间子公司甘肃稀土新增 11000吨萃取生产线投产了，

是不是代表公司目前分离产能达到 13万吨了？  

答复：请查阅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问题 6：请问国家下达的总量控制分离指标，是含外矿一起的吗？  

答复：国家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不含外矿。  

问题 7：9月底将要开始下一轮的稀土矿价格协商了，如何保证协

商内容的保密，防止出现上一次的风波。  

答复：公司所有重大经营决策事项，都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登记管

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内幕信息登记手续。  

问题 8：能否说明一下 2021 年磁性材料、抛光材料、贮氢材料及

应用产品的销量数据？  

答复：请查阅公司每季度发布的经营数据公告及 2021 年度报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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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 

问题 9：上半年公司镨钕的产量是多少？  

答复：请查阅公司披露的 2022 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经营数据。  

问题 10：市场价最近波动较大，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复：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整体消费能力减弱，再加之国内疫

情反复，影响下游开工率，新增订单不足，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问题 11：公司下半年指标继续有新增量，今年指标能否用完？  

答复：公司在不超过工信部总量控制计划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

有产能进行生产。  

问题 12：2021 年稀土氧化物库存 6.1万吨，销量 4.2万吨，生产

量 1.3 万吨。请说明一下稀土氧化物销量中，库存量大概占比。 

答复：请查阅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问题 13：能否说明一下公司 2020 年、2021年及 2022年向盛和资

源采购的精矿数量和价格？  

答复：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向盛和资源采购了稀土精矿，

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问题 14：与包钢提价事到底几时落实？不要总是说协商，股民要

大约时间！  

答复：敬请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问题 15：公司半年报披露后有无接待机构调研计划，目前董秘职

位空缺，证券事务部打太极，请问如何能与公司进行现场交流？ 

答复：公司欢迎投资者前来调研。 

问题 16：请问公司目前有没有在建的分离产能？  

答复：公司按照“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根据总量控制

指标调整情况，结合自身实际有序提升产能，优化产能布局，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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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产能利用率，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问题 17：经查 2016年以来与包钢股份 6 次的精矿交易定价都公告

与包钢股份协商（甚至是充分协商）定价，阅读 6 月 23 日双方的公告

发现疑似没协商好就发公告，请问这次价格调整是不是没有充分协商？  

答复：稀土精矿关联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问题 18：请问公司 2021 年磁性材料合金单吨毛利大幅提升，是因

为重稀土价格大幅上涨吗？请问公司重稀土销售规模及定价模式？  

答复：2021 年磁性材料合金单吨毛利大幅提升，是由于磁性材料

合金消耗的镨钕金属市场价格同比大幅升高所致。公司重稀土产量、

销量很小。 

问题 19：公司预计什么时候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如果再被否怎么办？  

答复：敬请关注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问题 20：公司销量中库存消耗量大概占比如何？请分稀土原料产

品、功能产品和其他产品进行介绍。 

答复：稀土原料产品中镧铈类产品产量大于销量、其他原料产品

产销平衡。功能产品与其他产品产销平衡。 

问题 21：这次精矿拟提价议案被中小股东否决是公司从未发生过

的事。公司与包钢的精矿关联交易额已经巨大，双方的中小股东都非

常关注！未来调价稍有不公或者不被投资者理解，都有可能被否决。

请问公司下次如何避免被否决？  

答复：公司与关联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

钢股份）将进一步公开稀土精矿价格定价机制，明确稀土精矿价格的

测算公式及各变量的含义。  

问题 22：目前全国可以生产的所有轻稀土分离产能有多少？  

答复：国家下达稀土总量控制计划中冶炼分离指标总额为 2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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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其中轻稀土冶炼分离指标近 15万吨。 

问题 23：公司前两天董秘回答说现在有 12万吨的分离产能，而今

年国家给的指标超过这个数字，公司有没有足够分离能力解决呢？ 

答复：公司产能能够与总量控制指标相匹配。公司通过持续优化

组产排产，优化上下游工序联动，推进工艺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加

快冶炼分离产能提升项目实施进度，深挖内潜，多措并举，确保完成

总量控制指标。 

问题 24：公司可以把工信部分配的稀土指标分配给包钢股份以外

的公司吗？  

答复：矿产品指标只能分配给包钢股份。 

问题 25：年初的精矿交易价 26887.2元/吨（干量，REO=51%），而

这次拟提价 39189元/吨（干量，REO=50%），为什么报价的干量突然改

为 50%了呢？  

答复：年初稀土精矿按 REO=51%定价，是为了与上年定价品位保持

一致。按照 REO=51%定价和 REO=50%定价没有本质区别。年初交易价格

26887.2元/吨（干量，REO=51%），每个品位 527.20元/吨，如果按 REO=50%

定价，稀土精矿价格为 26360 元/吨。 

问题 26：如果关联交易的议案再次被否，公司的原料来源如何保

证，如果再次被否，包钢股份会不会市场化销售，公司如何应对？ 

答复：包钢股份稀土精矿排他性供应北方稀土。双方将沟通协商

稀土精矿关联交易价格定价机制。 

问题 27：与包钢股份原供货合同约定，每季度可根据稀土市场产

品价格波动情况协商调整稀土精矿交易价格，为何要违法协议，现在

采用 5网 180天的价格？稀土氧化物平均价价格比涨价时的 90多万暴

跌了 30％多，年初氧化镨钕 81 万时已经涨过价了，如今氧化镨钕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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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按照新调价标准,如果 4 季度调价，是采用五网 4-9 月的均价，

如低于年初 81 万，则已经触发了调低精矿价的条件。包钢股份要求调

高的理由还存在吗？请管理层尽快启动调低精矿价的程序！  

答复：公司与包钢股份正在加快协商完善定价机制，待方案确定

后，履行决策程序。 

问题 28：请问公司未来对白云鄂博矿的尾矿库资源有何经营规划？ 

答复：白云鄂博矿尾矿库资源不归公司所有。 

问题 29：公司有无计划投资收购海外稀土项目？  

答复：目前为止，公司没有收购海外稀土项目计划。 

问题 30：如何一劳永逸解决稀土精矿关联交易，公司有无具体举措？  

答复：由于白云鄂博矿属于铁、稀土等多种金属共生矿床，关联

交易自然形成。公司与包钢股份将进一步协商优化定价机制。 

问题 31：公司在上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突然提出调价是基于

稀土氧化物 180 天线，这是公司从来没有向投资者公告过的价格参考

基准，而以前的调整价格公告中双方约定的都是“根据稀土市场产品

价格波动情况协商调整稀土精矿交易价格”，请问以前的调价是参考

180 天线吗？ 

答复：双方的定价参考依据与之前是一致的。 

问题 32：北方稀土关于上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提到“稀土精

矿价格调整须充分保障公司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7 月 15日股东大会上北方稀土调整精矿价格议案已经被否决，

请问公司怎样落实“充分保障公司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的承诺呢？ 

答复：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及披露

要求履行程序，充分保障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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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3：公司有无做成万亿市值的雄心壮志和宏伟计划？ 

答复：公司经营宗旨是：贯彻落实国家稀土产业政策，加强稀土

资源掌控，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创新，大力开发稀土高科技产品，

拓展国内外市场，巩固扩大发展优势，消减发展劣势，引导产业不断

向高端高附加值领域高质量发展，为企业创造价值，为股东赢得利益，

为社会承担责任，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稀土领军企业，为中

国及世界稀土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9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