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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小金属周报：稀土价格继续上涨，钨协倡议减产 
 

稀土：稀土继续全线上涨。本周稀土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以镨钕镝铽产品为主，
镨钕小幅上涨，实际成交量不大，但上游报价坚挺，且认为后期还有上涨空间。铽下
游采购尚可，大量成交不多，主要因原料供应紧张，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大集团中，市
场出货不多。而镝产品当前表现较为稳定，下游处于消耗库存阶段，商家心态积极，
后市有望继续上涨。相关标的：盛和资源、五矿稀土、北方稀土、厦门钨业。 

锂：价格弱势，产量同比走高。本周碳酸锂市场略有松动，碳酸锂价格水平逐渐向低
价下滑，氢氧化锂有价无市局面明显。据亚洲金属网统计，5 月碳酸锂产量同比走高
52.2%、三元材料产量同比增长 113.9%、钴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26.7%。相关标的：天齐
锂业、赣锋锂业。 

钴：国内外钴价继续走弱。本周钴市场价格有所下滑，但总体下滑的幅度也相对较小，
国际钴进口到国内的价格相比较高，而且下游及终端市场采购意愿越来越小，只有小
部分有需求的企业少量进货，并且市场实际成交价格也比较低廉，目前来看，整个产
业链都不太景气，故此大部分业内人士看空情绪比较浓重。相关标的：华友钴业、盛
屯矿业、寒锐钴业。 

钨：APT 倡议减产难抵钨价下滑。近期国内钨价整体持续阴跌行情，场内整体购销
氛围清淡，继上月钨协倡议矿企减产之后，本周赣州钨协倡议 APT 厂减产。但原料
市场的筑底企稳意愿难敌需求端持续不畅，成交量持续较少，贸易商心态低迷，市场
观望气氛浓厚。相关标的：厦门钨业、中钨高新、章源钨业、翔鹭钨业。 

锆：成本上升，价格坚挺。近期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导致进口锆英砂成本有所增加，
持货商报价坚挺，部分企业有提价意愿，同时，辅料片碱价格小幅回升，大多厂家不
愿低价走货。但由于下游市场行情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暂时观望询价为主。相关标的：
盛和资源、三祥新材、东方锆业。  

钼：钢招压价，钼价下滑。随着下游不锈钢行情偏弱，钢厂招标钼铁价格不断探底，
钼铁厂家承压加重，成本倒挂，部分企业已停止对外报价。受下游钼铁市场弱行影响，
工厂对原料询盘采购减少，钼精矿价格下滑。相关标的：金钼股份。 

钛：价格整体偏弱。钛白粉整体行情仍不佳，低位运行的状况较难改善。由于市场需
求不高，企业库存有所增加，近期钛白粉企业开工率略有下降，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
化库存，走货并不顺畅。钛精矿受下游需求不佳影响仍弱势。相关标的：宝钛股份。 

锰：钼系价格涨跌互现。本周锰矿市场弱势运行，港口库存总量高位，库存压力大，
硅锰现货市场依旧表现偏紧，厂家订单较为充裕，大多排到月底，报价较为坚挺，电
解锰市场重心稳定，市场需求一般。相关标的：鄂尔多斯。 

镁：镁价继续下跌。本周金属镁价格持续下行，受制于国内外需求疲软及市场看跌氛
围，本周市场成交持续冷清，虽厂家持续降价，但下游采购企业反而进一步观望，厂
家进退两难，供应端来看，当前检修厂家并不多，昊田煤电、榆林万源、府谷方正企
业减产检修，产量整体下降有限，难对镁价格形成支撑。相关标的：云海金属。 

风险提示：需求回暖不及预期的风险、上游供给大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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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金属价格汇总 

本周（6 月 10 日-6 月 16 日），新能源板块方面。本周碳酸锂市场略有松动，碳酸锂价格

水平逐渐向低价下滑，氢氧化锂有价无市局面明显。据亚洲金属网统计，5 月碳酸锂产量

同比走高 52.2%、三元材料产量同比增长 113.9%、钴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26.7%。 

本周钴市场价格有所下滑，但总体下滑的幅度也相对较小，国际钴进口到国内的价格相比
较高，而且下游及终端市场采购意愿越来越小，只有小部分有需求的企业少量进货，并且

市场实际成交价格也比较低廉，目前来看，整个产业链都不太景气，看空情绪比较浓重。 

本周稀土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以镨钕镝铽产品为主，镨钕小幅上涨，实际成交量不大，

但上游报价坚挺，且认为后期还有上涨空间。铽下游采购尚可，大量成交不多，但因原料
供应紧张，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大集团中，市场出货不多。而镝产品当前表现较为稳定，下

游处于消耗库存阶段，商家心态积极，后市有望继续上涨。 

其他小金属：精铋上涨 2.41%，五氧化二钒上涨 1.65%，氧化钽上涨 0.58%；铬矿下跌 1.47%。 

表 1：本周小金属价格汇总 

金属  品种  单位  价格  周涨幅  月涨幅  年初至今  

钨  

黑钨精矿  元/吨  88000 -3.30% -6.38% -7.85% 

白钨精矿  元/吨  87000 -3.33% -6.45% -8.42% 

钨铁  元/吨  149000 -1.32% -3.25% -3.25% 

钨酸钠 元/吨 121500 0.00% -1.62% -5.45% 

APT 元/吨  133000 -3.62% -6.99% -12.50% 

钨粉  元/公斤  211 -4.09% -5.80% -11.90% 

碳化钨  元/公斤  209 -4.13% -5.86% -12.00% 

钨材 元/公斤 430 0.00% 11.69% 11.69% 

钼 

钼精矿  元/吨度  1790 -1.65% -1.65% 4.68% 

钼酸铵 元/吨 134000 0.00% 0.00% -2.19% 

氧化钼  元/吨度  1920 -0.57% -0.52% 6.08% 

钼铁  元/吨  120000 -1.23% -2.44% 6.19% 

钼材 元/吨 233500 0.00% 0.00% 2.19% 

锆 

国产锆英砂 元/吨 11700 0.00% 0.00% 0.00% 

进口锆英砂 美元/吨 1640 0.00% 0.00% 0.00% 

硅酸锆 元/吨 14000 0.00% 0.00% 1.45% 

氧氯化锆 元/吨 16000 0.00% 0.00% -4.76% 

氧化锆 元/吨 55000 0.00% 0.00% 1.85% 

海绵锆 元/公斤 250 0.00% 0.00% 0.00% 

钛 

钛精矿 元/吨 1350 0.00% -10.00% 6.30% 

金红石 元/吨 4600 0.00% -2.13% -2.13% 

钛铁 元/吨 10500 0.00% 0.00% 0.00% 

四氯化钛 元/吨 8000 0.00% 6.67% 8.11% 

钛白粉 元/吨 16300 0.00% -2.98% -4.68% 

金红石型钛白粉 元/吨 16300 0.00% -2.98% -6.32% 

海绵钛 万元/吨 7.4 0.00% 4.23% 8.82% 

钛渣 元/吨 4000 0.00% -3.61% -6.98% 

镁 镁锭  元/吨  16400 -2.38% -3.81% -4.37% 

锑 

锑精矿 元/金属吨 35000 0.00% 0.00% -11.39% 

氧化锑 元/吨 39500 0.00% 0.00% -9.20% 

锑锭 元/吨 44000 0.00% 0.00%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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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 

铬矿  元/吨度  33.5 -1.47% -5.63% -5.63% 

铬铁 元/基吨 6850 0.00% -1.44% 3.01% 

金属铬 元/吨 75000 0.00% -2.60% -2.60% 

金属铬 MB 自由市场 美元/吨 10605 0.00% -2.75% -2.75% 

锰 

进口锰矿  元/吨度  51.5 -1.44% -5.07% -14.88% 

氧化锰矿 元/吨 1075 0.00% 10.26% 10.26% 

低碳锰铁 元/吨 11400 0.00% 0.00% -7.69% 

中碳锰铁 元/吨 9800 0.00% 0.00% -4.85% 

高碳锰铁  元/吨  6700 -1.47% -1.47% -10.67% 

电解锰 元/吨 13300 0.00% -0.75% -0.75% 

电解锰出口 美元/吨 1985 0.00% 0.00% 2.85% 

硅锰 6517 元/吨  7450 0.34% 2.41% -8.59% 

硅锰 6014 元/吨  6525 0.38% 2.35% -8.10% 

富锰渣 元/吨 1365 0.00% 0.00% 0.00% 

锗 锗锭 元/公斤 7450 0.00% -1.32% -5.10% 

钒 

五氧化二钒  元/吨  123500 1.65% -1.20% -41.19% 

偏钒酸氨  元/吨  105500 6.03% 2.93% -34.06% 

钒铁  元/吨  134000 1.90% -0.74% -44.17% 

钒合金  元/吨  197500 2.60% 1.28% -42.75% 

铟 铟锭 元/公斤 1080 0.00% -5.68% -29.18% 

镉 
0#镉锭条 元/吨 20200 0.00% -0.98% 13.48% 

1#镉锭条  元/吨  19850 -1.00% -1.00% 13.43% 

铋 精铋  元/吨  42500 2.41% -4.49% -13.27% 

钽 
氧化钽  元/公斤  1735 0.58% -0.57% -12.15% 

氟钽酸钾 元/公斤 1125 0.00% 0.00% 0.00% 

铌 
铌铁  万元/吨  26.05 -0.76% -0.76% -10.02% 

氧化铌 元/公斤 313 0.00% 0.97% -3.69% 

锂 

金属锂≥99% 元/吨  685000 -3.52% -5.52% -13.84% 

氢氧化锂 LiOH 元/吨  91000 -0.55% -2.67% -17.27% 

电池级碳酸锂市场价 元/吨 75000 0.00% -1.32% -2.60% 

工业级碳酸锂市场价 元/吨 69000 0.00% 0.00% -2.82% 

钴 

MB 低级钴  美元/磅  14.775 -1.66% -10.59% -45.78% 

电解钴  元/吨  24.4 -0.81% -6.15% -30.68% 

钴粉  万元/吨  25.7 -0.77% -6.20% -40.23% 

四氧化三钴  万元/吨  17.2 -0.58% -8.02% -34.35% 

硫酸钴  万元/吨  4.05 -2.41% -14.74% -37.69% 

稀土 

包头氧化镧 3N 万元/吨 1.21 0.00% -4.72% -4.72% 

包头氧化铈 3N 万元/吨 1.21 0.00% -9.02% -9.02% 

氧化镨 万元/吨 40.5 0.00% 2.53% 2.53% 

氧化钕  万元/吨  36.8 3.66% 17.20% 17.20% 

氧化铽  万元/吨  412 7.85% 39.66% 39.66% 

氧化镝  万元/吨  200.5 0.25% 65.70% 65.70%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wind，MB，天风证券研究所 

 

2. 锂：价格弱势，产量同比走高 

综述：本周碳酸锂市场略有松动，碳酸锂价格水平逐渐向低价下滑，氢氧化锂有价无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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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明显。据亚洲金属网统计，5 月碳酸锂产量同比走高 52.2%、三元材料产量同比增长 113.9%、

钴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26.7%。 

图 1：本周金属锂价格下跌 3.52%  图 2：本周氢氧化锂价格下跌 0.55%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本周电池级碳酸锂价格暂稳  图 4：本周工业级碳酸锂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3. 钴：国内外钴价继续走跌 

综述：本周钴市场价格有所下滑，但总体下滑的幅度也相对较小，国际钴进口到国内的价
格相比较高，而且下游及终端市场采购意愿越来越小，只有小部分有需求的企业少量进货，

并且市场实际成交价格也比较低廉，目前来看，整个产业链都不太景气，故此大部分业内

人士看空情绪比较浓重。 

     图 5：本周MB低级钴价格下跌 1.66%  图 6：本周电解钴价格下跌 0.81%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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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本周四氧化三钴价格下跌 0.58%  图 8：本周硫酸钴价格下跌 2.41%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4. 锆：成本上升，价格坚挺 

综述：近期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导致进口锆英砂成本有所增加，持货商报价坚挺，部分企
业有提价意愿，同时，辅料片碱价格小幅回升，大多厂家不愿低价走货。但由于下游市场

行情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暂时观望询价为主。 

锆英砂：近期受人民币汇率影响，导致进口锆英砂成本有所增加，持货商报价坚挺，部分

企业有提价意愿，但由于下游市场行情并未得到明显改善，采购相对乏力，采购商下单谨

慎，暂时观望询价为主。 

图 9：本周国产锆英砂价格暂稳  图 10：本周进口锆英砂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硅酸锆：本周国内硅酸锆市场整体行情持稳运行，各工厂仍维持老客户之间长期合作为主，
整体市场报价有小幅上调，但实际成交基本跟前期一致，即便原料价格坚挺，但终端陶瓷

市场行情不佳，因此企业实单或持稳运行。 

氧氯化锆：本周国内氧氯化锆工厂报价依旧维稳，受正式执行的高位关税影响，近期不少

工厂表示氧氯化锆出口情况有所受阻，部分企业避免库存积压，减少产量运行。同时，片

碱价格小幅回升，大多厂家不愿低价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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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本周硅酸锆价格暂稳  图 12：本周氧氯化锆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5. 镁：镁价继续下跌 

综述：本周金属镁价格持续下行，受制于国内外需求疲软及市场看跌氛围，本周市场成交
持续冷清，虽厂家持续降价，但下游采购企业反而进一步观望，厂家进退两难，供应端来

看，当前检修厂家并不多，昊田煤电、榆林万源、府谷方正企业减产检修，产量整体下降

有限，难对镁价格形成支撑。 

图 13：本周镁锭价格下跌 2.38%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6. 锰：锰系价格涨跌互现 

综述：本周锰矿市场弱势运行，港口库存总量高位，库存压力大，硅锰现货市场依旧表现

偏紧，厂家订单较为充裕，大多排到月底，报价较为坚挺，电解锰市场重心稳定，市场需

求一般。 

锰矿：本周锰矿市场盘整运行，港口库存总量高位，库存压力大；外盘期货报价下调，锰

矿成本降低，锰矿商心态有所调整。库存方面，总量在 416 万吨，库存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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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本周进口锰矿价格下跌 1.44%  图 15：本周国产氧化锰价格暂稳（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硅锰：硅锰现货市场依旧表现偏紧，厂家订单较为充裕，大多排到月底，报价较为坚挺，

市场可流通现货偏少。 

图 16：本周硅锰 6517 价格上涨 0.34%  图 17：本周硅锰 6014 价格上涨 0.38%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电解锰：本周电解锰市场重心稳定，目前国内市场主流现金出厂报价在 13200-13300 元/

吨左右，与上周相基本无变化，市场需求一般。国外市场 FOB报价在 1955-1965 美元/吨，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汇率大幅波动，出口商心理价格差异较大，但多数操作还是较为谨慎。 

图 18：本周电解锰价格暂稳  图 19：本周电解锰出口价格暂稳（单位：美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7. 钨：APT 倡议减产难抵钨价下滑 

综述：近期国内钨价整体持续阴跌行情，场内整体购销氛围清淡，继上月钨协倡议矿企减
产之后，本周赣州钨协倡议 APT 厂减产。但原料市场的筑底企稳意愿难敌需求端持续不畅，

成交量持续较少，贸易商心态低迷，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钨精矿：钨精矿价格下调，近期因部分持货商逐渐接受低价成交，钨精矿出货数量较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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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但总体数量仍然不多，贸易商仍以观望为主。 

图 20：本周黑钨精矿价格下跌 3.30%  图 21：本周白钨精矿价格下跌 3.33%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仲钨酸铵（APT）：仲钨酸铵价格下调，近期 APT 冶炼厂成本倒挂状态仍未得到缓解，在
市场低价出货频频增多情况下，倒挂空间仍在加大。而下游需求消耗十分缓慢，因此业内

信心不足，并表示市场价格仍将继续走低，难以探底。 

钨铁：当前钨铁市场因受原料不断下滑影响，价格也逐渐走低，加之国内钨铁市场需求十

分有限，且暂无利好消息能支撑市场价格，因此短期内钨铁市场多持弱稳趋势发展。 

图 22：本周 APT 价格下跌 3.62%  图 23：本周钨铁价格下跌 1.32%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钨粉/碳化钨：钨粉、碳化钨粉价格下调。目前国内钨粉末市场因总体成交寥寥无几，且近
期价格仍在走低，下游买家询价积极性减退，厂家库存不断增加，预计后市价格会进一步

下调。 

图 24：本周钨粉价格下跌 4.09%  图 25：本周碳化钨价格下跌 4.13%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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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钼：钢招压价，钼价下滑 

综述：随着下游不锈钢行情偏弱，钢厂招标钼铁价格不断探底，钼铁厂家承压加重，成本

倒挂，部分企业已停止对外报价。受下游钼铁市场弱行影响，工厂对原料询盘采购减少，

钼精矿价格下滑。 

钼精矿：本周国内钼精矿市场承压下跌。周初钼原料市场稳中偏弱，受下游钼铁市场弱行

影响，工厂对原料询盘采购减少，多以长单为主，散货稀少，但市场价格仍高位维稳。 

图 26：本周钼精矿价格下跌 1.65%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氧化钼：本周国内氧化钼市场小幅走跌。近期下游钼铁行情偏弱，工厂成本倒挂严重，减

产停产增多，市场对于氧化钼生产及需求偏少，导致氧化钼市场成交清淡，多以刚需为主。 

钼铁：本周国内钼铁市场价格弱势下滑，随着下游不锈钢行情偏弱，钢厂招标钼铁价格不
断探底，钼铁厂家承压加重，成本倒挂，尤其是对于外购钼精矿的厂家，操作稍显艰难，

部分已停止对外报价。  

图 27：本周氧化钼价格下跌 0.57%  图 28：本周钼铁价格下跌 1.23%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9. 钛：价格整体偏弱 

综述：钛白粉整体行情仍不佳，低位运行的状况较难改善。由于市场需求不高，企业库存

有所增加，近期钛白粉企业开工率略有下降，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化库存，走货并不顺畅。

钛精矿受下游需求不佳影响仍弱势。 

钛精矿：国内钛精矿整体市场平稳偏弱运行，攀西地区钛矿市场询盘稳定，厂家虽有意坚

挺报价，但在下游行情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实际成交受下游大力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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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本周钛精矿价格暂稳  图 30：本周金红石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钛白粉：钛白粉价格经历前一段时间的下跌之后趋于稳定，但整体行情仍不佳，低位运行
的状况较难改善。由于市场需求不高，企业库存有所增加，近期钛白粉企业开工率略有下

降，部分厂家仍在积极消化库存，走货并不顺畅。 

图 31：本周钛白粉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10. 稀土：稀土继续全线上涨 

综述：本周稀土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以镨钕镝铽产品为主，镨钕小幅上涨，实际成交

量不大，但上游报价坚挺，且认为后期还有上涨空间。铽下游采购尚可，大量成交不多，

但因原料供应紧张，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大集团中，市场出货不多。而镝产品当前表现较为

稳定，下游处于消耗库存阶段，商家心态积极，后市有望继续上涨。 

图 32：包头氧化镧价格暂稳  图 33：包头氧化铈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3 

 

图 34：氧化镨价格暂稳  图 35：氧化钕价格上涨 3.66%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6：氧化镝价格上涨 0.25%  图 37：氧化铽价格上涨 7.85%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11. 其他小金属（锑、铬、锗、钒、铟、镉、铋、钽、铌） 

其他小金属：精铋上涨 2.41%，五氧化二钒上涨 1.65%，氧化钽上涨 0.58%；铬矿下跌 1.47%。 

图 38：锑精矿本周价格暂稳  图 39：铬矿本周价格下跌 1.47%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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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本周锗锭价格暂稳  图 41：本周五氧化二钒价格上涨 1.65%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2：本周铟锭价格暂稳（单位：元/千克）  图 43：本周镉锭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4：精铋价格上涨 2.41%  图 45：氧化钽价格上涨 0.58%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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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氧化铌价格本周价格暂稳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风险提示 

需求回暖不及预期的风险、上游供给大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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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天风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

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天风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

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说明  评级 体系   

 股票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 

 

 

 
 买入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 20%以上 

 增持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 10%-20% 

 持有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10% 

 卖出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以下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5%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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