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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属延续弱势，轻稀土回调，中重稀土继续上涨 
■本周轻稀土价格回调，主要在于前期价格上涨过快，需求减弱，收储预期下中重稀土

价格保持上涨；小金属需求不佳，延续弱势。南非疫情反复促使封国禁令重提，锰矿断

供疑云再起，后市或继续提振锰价。未来继续关注 5G 和新能源车市场带来的需求增量。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6%，有色板块上涨 2.8%，小金属&新材料涨跌互现，涨幅前三的

板块分别为钼（+5.46%）、钨（+4.48%）和锰（+4.33%），跌幅前三的板块分别为磁材

（-2.43%）、稀土（-1.07%）和钽（-0.93%）。价格方面，小金属涨跌互现，钽铁矿+10.00%

（66 美元/磅），二氧化锗+1.19%（4,250 元/公斤）涨幅居前，钼精矿-3.36%（1,440 元/

吨度），电解锰-1.75%（11,250 元/吨），仲钨酸铵-1.61%（122,000 元/吨）跌幅居前。轻

稀土回调，中重稀土稳中有涨，金属铽+2.24%（5,710 元/千克），氧化铽+1.00%（4,530

元/千克）涨幅居前，金属铈-6.67%（28,000 元/吨），镨钕氧化物-2.4%（284,000 元/吨）

跌幅居前。建议重点关注稀土收储预期升温对价格的持续提振。按照我们测算，稀土“十

三五”国储剩余额度中重稀土氧化镝、氧化铽分别占 2019 年产量的 52%和 190%，再考

虑到目前缅甸封关仍然对国内的中重稀土进口供应产生紧缩影响，一旦收储计划如期施

行，将对重稀土镝铽等供需抽紧和价格上涨带来较大影响。 

■稀土：近期稀土收储预期，有望持续提振中重稀土价格。收储计划中中重稀土占年度

产量比重较大，有望对中重稀土供需和价格形成较大影响。相关标的：五矿稀土、广晟

有色、盛和资源、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色股份。 

■钼：需求偏弱，钼价下跌。本周钼价格下跌，钼市整体博弈僵持运行，上下游企业入

场交易积极性普遍较低，成交稍显冷清。相关标的：洛阳钼业、金钼股份。 

■钨：供需僵持，钨价稳中有跌。成本支撑下商家让价空间较窄，供需双方僵持博弈状

态较为明显。相关标的：洛阳钼业、翔鹭钨业、章源钨业、中钨高新、厦门钨业。 

■镁：镁价小幅上涨。本周镁市成交仍以按需采购为主，在成本高压及库存可控下，上

游稳价情绪浓厚，而需求端仍呈疲软态势。相关标的：云海金属、宜安科技。  

■锰：南非疫情反复，锰矿看涨气氛浓厚。南非封国禁令重提，矿商看涨情绪浓厚，电

解锰价格继续弱跌，需求冷清。相关标的：中钢天源、湘潭电化、红星发展、鄂尔多斯。 

■锑：锑价弱稳。本周需求小幅改善，锑市交易量较之前相比有所增加，僵持观望情况

略有好转，市场价格暂稳。相关标的：湖南黄金，华钰矿业。 

■钛：钛价延续弱势。钛系产品市场供需两弱，出口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低于预期，内部

需求持续低迷，本周钛价弱稳。相关标的：宝钛股份、西部超导、西部材料。 

■铬：下游低迷，铬铁下跌。南非疫情尚不明朗，铬矿报价走低，对铬铁成本支撑

减弱，下游不锈钢市场依旧出货不佳。相关标的：西藏矿业、五矿发展。 

■锆：需求有所恢复，锆市维稳。国内市场需求有所恢复，但下游大多持谨慎观望态度，

部分企业以减产或检修方式积极挺价。相关标的：东方锆业、盛和资源、三祥新材。 

■铋：铋价维稳。本周铋锭供应充足，部分低价资源流入市场，但国外需求依旧没有明

显改善的迹象，国内需求较前期相比增长也并不明显。相关标的：株冶集团。 

■钽：钽价大涨。本周国内钽价上调，下游钢企招标较少，原料和需求调整变化不大。

临近月底，下游钢招有望陆续启动。相关标的：东方钽业。 

■锗：锗价小幅上涨。本周二氧化锗小幅上调，国内锗供应量下滑，终端需求仍旺，国

内供应依旧紧张。相关标的：云南锗业、驰宏锌锗。 

■铟：铟价下跌。本周铟价下行，供货商加大出货力度，需求端则按需采购，市场交易

情况表现稳定。相关标的：锌业股份、株冶集团、中金岭南、西藏矿业。 

■硅：金属硅弱势下行。本周金属硅市场开工继续增加，下游需求持续低迷，市场成交

清淡，金属硅价格整体保持弱势。相关标的：合盛硅业、石英股份、菲力华。 

■风险提示：1）下游需求回暖不及预期；2）上游供给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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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行情回顾 

1.1. 板块涨跌：小金属&新材料板块涨跌互现 

本周，上证综指上涨 1.6%，有色板块上涨 2.8%，小金属&新材料涨跌互现。本周小金属&

新材料涨跌互现，涨幅前三的板块分别为钼（+5.46%）、钨（+4.48%）和锰（+4.33%），跌幅

前三的板块分别为磁材（-2.43%）、稀土（-1.07%）和钽（-0.93%）。 

 

图 1：小金属&新材料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小金属&新材料板块今年以来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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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小金属&新材料板块涨跌幅前五标的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 价格涨跌：小金属涨跌互现，轻稀土回调，中重稀土稳中有涨 

价格信息：小金属方面，涨跌互现，钽铁矿+10.00%（66 美元/磅），二氧化锗+1.19%（4,250

元/公斤），电解镁+0.35%（14,400 元/吨）涨幅居前，钼精矿-3.36%（1,440 元/吨度），电解

锰-1.75%（11,250 元/吨），仲钨酸铵-1.61%（122,000 元/吨）跌幅居前。稀土方面，轻稀土回

调，中重稀土稳中有涨，金属铽+2.24%（5,710 元/千克），氧化铽+1.00%（4,530 元/千克）涨

幅居前，金属铈-6.67%（28,000 元/吨），金属镧-3.33%（29,000 元/吨），氧化钆-2.74%（177,500

元/吨）跌幅居前。 

图 4：小金属一周涨跌幅  图 5：小金属今年以来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6：稀土一周涨跌幅  图 7：稀土今年以来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百川，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百川，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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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小金属价格情况 

 
资料来源：wind，百川，亚洲金属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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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稀土和小金属：小金属持续低迷，中重稀土保持涨势 

2.1. 稀土：轻稀土回调，中重稀土保持涨势 

轻稀土回调，中重稀土保持涨势。本周稀土价格涨跌互现，主要为镨钕价格下跌，铽价格上

涨。镨钕产品报价下滑，下游询单逐渐减弱，主要由于前期价格上涨太快，目前理性回调为

主，整体现货库存不多，需求少量，价格小幅波动，从下游磁材企业订单来看，镨钕市场还

有一定需求。铽产品价格周内连续上涨，主要是市场货源较少，需求尚可，下游接货积极，

受收储影响，商家看好后市，谨慎出货，报价持续上调，镝产品相对铽资源充足，且中间商

有低价出货，价格上涨乏力，大厂报价坚挺持稳，整体成交不多。 

 

收储预期升温，价格有望获得提振。按照我们测算，稀土“十三五”国储剩余额度中典型的

轻稀土品种氧化镨钕，以及典型重稀土氧化镝、氧化铽分别占 2019 年产量的 8%、52%和

190%，再考虑到目前缅甸封关仍然对国内的稀土进口供应产生紧缩影响，一旦收储计划如

期施行，尤其对重稀土镝、铽等的供需抽紧和价格上涨带来较大影响。 

 

镧：氧化镧价格持稳，市场需求不多，询单采购稳定，商家报价持稳，多以老客户成交为主。

金属镧价格下跌，市场需求一般，实际接货不多，按需为主。 

 

铈：氧化铈价格稳定，市场成交稳定，整体供大于求，商家出货积极，实际成交不多，报价

稳定为主，根据订单销售。金属铈价格下跌，企业开生产稳定，需求一般，实际成交不多，

以老客户需求为主。 

 

镧铈：镧铈混合物价格稳定，市场成交量少，商家报价稳定，下游开工逐渐稳定，需求逐渐

恢复，实际成交稳定，近期价格稳定为主。金属镧铈报价持稳，市场成交不多，报价暂无波

动，实际成交数量一般。 

 

镨：氧化镨价格持稳，镨钕价格周内回调，下游询单采购减少，单镨市场整体需求不好，采

购成交不多，商家出货稳定，报价持稳，随行就市为主，成交数量不多。金属镨价格暂稳，

下游采购成交减少，实际成交弱稳。 

 

钕：氧化钕价格下滑，受镨钕市场下行趋势影响，单钕价格开始下调，下游询单不多，商家

心态稳定，观望居多，实际成交不多，且市场现货数量有限，商家报价小幅下滑后持稳。 

 

镨钕：氧化镨钕价格回落，主要在于下游询单逐渐减少，部分商家心态不稳，报价开始下调，

实际成交不多，但市场现货不充足，且从磁材企业订单来看，下游需求尚可，补货稳定，部

分商家报价逐渐稳定，价格下调空间不大。金属企业报价随氧化物价格调整，下游不断寻找

低价，但金属现货不多，实际成交不多，商家心态稳定，部分观望后市。 

 

钐：氧化钐报价稳定，市场成交比较稳定。 

 

铕：氧化铕报价稳定，询单冷清，需求较弱，报价稳定。 

 

钆：氧化钆价格下跌，受镨钕市场价格下行影响，钆产品市场询单逐渐减少，商家报价小幅

下调，实际成交不多，价格小幅波动，商家观望后市。 

 

铽：氧化铽报价连续上涨，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供应量缩减，而下游对铽的需求在增加，后续

可能供不应求，当前市场买货困难，持货商出货谨慎，并且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作为中

重稀土独家供应，商家对国内收储计划预期很高。当前市场下游接货积极，上游出货谨慎，

多数商家观望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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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氧化镝报价持稳，镝市场报价持续高位，市场需求不多，市场流通量相对较多，商家报

价坚挺，实际成交价格稳定，商家看好后市，持货观望为主。 

 

铒：氧化铒价格稳定，市场成交比较稳定。 

 

钇：氧化钇价格稳定，成交稀少。金属钇价格稳定，没有成交。 

 

图 9：稀土元素主要用途 

 

资料来源：网络公开资料，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0：镨钕氧化物价格变化  图 11：2018 年以来镨钕氧化物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2：氧化铽价格变化  图 13：2018 年以来氧化铽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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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氧化镝价格变化  图 15：2018 年以来氧化镝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6：镨钕合金价格变化  图 17：2018 年以来镨钕合金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8：金属铽价格变化  图 19：2018 年以来金属铽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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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金属镝价格变化  图 21：2018 年以来金属镝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2：广东中钇富铕矿价格变化   图 23：2018 年以来广东中钇富铕矿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百川，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百川，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4：包头混合碳酸稀土价格变化  图 25：2018 年以来包头混合碳酸稀土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百川，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百川，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2. 钼：需求偏弱，钼价下跌 

需求偏弱，钼价下跌。本周钼价格下跌，钼市整体博弈僵持运行，上下游企业入场交易积极

性普遍较低，成交稍显冷清。 

 

钼精矿：本周钼精矿成交量增加，周后期成交价格小幅回落，散货市场流通性一般，企业挺

价情绪不减，下游用户消费能力偏低，再加上受近日国际钼价稍有回落的影响，业者对后市

看空情绪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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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钼：本周氧化钼价格持稳，成本支撑氧化钼价格坚挺。 

 

钼铁：本周钼铁价格小幅下调，总体活跃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虽然少数钢企愿意进场拿货，

但是招标价格偏低，而持货商盈利意识不减，致使实际订单偏少。 

 

图 26：钼精矿价格变化  图 27：2018 年以来钼精矿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3. 钨：供需僵持，钨价稳中有跌 

供需僵持，钨价稳中有跌。本周钨价下跌，近期市场利好消息面不足，下游用户买兴不佳，

成本支撑下商家让价空间较窄，后端产品倒挂行情不改，市场整体接货情绪一般，供需双方

僵持博弈状态较为明显。 

 

钨精矿：钨精矿价格维稳，近期市场消息面较为平静，厂家报价多向大企长单价靠拢，原料

相对于后端产品价格来说仍处于相对高位，市场整体接货情绪一般，供需双方僵持博弈状态

较为明显，观望情绪较浓。 

 

仲钨酸铵：仲钨酸铵价格下调，近期成交以靠近成本线商谈为主，原料端警惕倒挂风险，低

位惜售，下游用户对需求预期不佳，接货情绪一般，市场多以消化库存为主。 

 

钨铁：钨铁价格持稳，目前采购观望占据主导，下游少量备货，整体交投疲软，市场现货流

通性差。 

 

钨粉/碳化钨粉：钨粉、碳化钨粉价格持稳，目前原料端惜售情绪较强，成本支撑下商家让价

空间较窄，市场整体接货情绪一般，实际成交多靠近报价下限，下游用户对需求端预期不明

朗，维持刚需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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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钨精矿价格变化  图 29：2018 年以来钨精矿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30：仲钨酸铵价格变化  图 31：2018 年以来仲钨酸铵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4. 镁：镁价小幅上涨 

镁价小幅上涨。本周镁价小幅上涨，成交仍以按需采购为主，在成本高压及库存可控下，上

游稳价情绪浓厚，而需求端仍呈疲软态势。 

 

镁锭：本周原镁价格小幅上涨，市场成交仍以按需采购为主，市场交投氛围一般，成本高压

及库存可控等因素，工厂稳价情绪浓厚，而需求端仍呈疲软态势。 

 

镁合金/镁粉：本周镁合金持稳，合金市场未有明显改善，出口订单仍表现冷清，中国合金工

厂开工率仍保持低位。镁粉市场整体表现一般，镁粉企业停减产现象较为普遍，镁粉产量大

幅减少，镁粉工厂多按需采购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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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电解镁价格变化  图 33：2018 年以来电解镁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5. 锰：南非疫情反复，锰矿看涨气氛浓厚 

南非疫情反复，锰矿看涨气氛浓厚。本周南非疫情反复促使封国禁令重提，锰矿断供疑云再

起，港口矿商看涨情绪浓厚，电解锰价格继续弱跌，下游钢厂少有入场采购，需求冷清，市

场观望心态加重。 

 

锰矿：本周南非疫情反复促使封国禁令重提，海外锰矿断供疑云再起，叠加合金厂原料库存

走低的缘故，港口矿商提价底气充足，本周市场不乏封盘不报持续看涨者。然合金现货市场

上涨不明显，下游询盘增加但对涨价接受度较低，锰矿报盘与实际成交间有明显差距。 

 

硅锰：本周由于目前新一轮钢招并未展开，硅锰实际成交暂维持低位，市场成交情况一般，

硅锰合金整体行情基本回归平稳 

 

电解锰：本周国内电解锰价格继续弱跌，下游钢厂少有入场采购，需求仍显冷清，厂家出货

普遍较少，仅零星散单成交，部分厂家库存累计，市场看弱和观望心态加重，临近月底，后

续继续关注下一轮钢招情况。 

 

图 34：电解锰价格变化  图 35：2018 年以来电解锰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6. 锑：锑价弱稳 

锑价弱稳。本周需求小幅改善，锑市交易量较之前相比有所增加，僵持观望情况略有好转，

市场价格暂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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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精矿：本周锑精矿价格暂稳，国内矿山供应有限；国外受疫情影响，大部分矿山供应受限，

物流运输方面影响严重，锑精矿进口量回落，部分企业表示原料购买依旧紧张，部分冶炼厂

由于原料采购困难及下游锑品价格偏低等因素，进入停产检修阶段。 

 

锑锭：本周锑锭价格暂稳。目前，由于利润稀薄及成本压力，多数锑锭供应商报价坚挺；另

外，由于原料锑矿采购紧张，国内锑锭生产商整体开工率依旧偏低，下游消费端需求小幅改

善，锑市交易量较之前相比有所增加，僵持观望情况略有好转。 

 

氧化锑：本周氧化锑价格稳定，目前上游锑锭价格持稳呈现，多数供应商普遍挺价情绪浓厚，

近期氧化锑市场国内询盘增加，市场交易情况较之前相比有所好转，市场运行略有回暖。 

 

图 36：锑锭价格变化  图 37：2018 年以来锑锭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7. 钛：钛价延续弱势 

钛价延续弱势。钛系产品市场供需两弱，出口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低于预期，内部需求持续低

迷，本周钛价弱稳。 

 

钛精矿：本周钛矿价格持续低位，市场需求恢复有限，国产钛精矿开工率尚可，厂家出货情

况有所好转，国内钛系产品终端需求持续弱势，出口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低于预期。 

 

海绵钛：本周海绵钛市场价格弱势整理，价格较稳，下游需求持续疲软，市场交投氛围难有

提振，市场库存压力较大，部分企业降价销售，另有部分企业减产保价却也控制不住海绵钛

价格下滑。 

 

图 38：钛精矿价格变化  图 39：2018 年以来钛精矿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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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海绵钛价格变化  图 41：2018 年以来海绵钛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8. 铬：下游低迷，铬铁下跌 

下游低迷，铬铁下跌。南非疫情尚不明朗，市场心态不稳，铬矿报价走低，对铬铁成本支撑

减弱，下游不锈钢市场依旧出货不佳，铬铁成交价格有走弱表现。 

 

铬矿：本周铬矿不变，铬铁市场下游采购乏力，对高矿价较为抵触，采购有压价表现，市场

尚无利好刺激，铬矿贸易商有出货意愿。 

 

金属铬：本周金属铬价格稳定，下游不锈钢市场出货放缓，进入传统淡季，库存有增加趋势，

对金属铬采购仅维持刚需，同时国外疫情持续，国外钢厂停产减产依旧较多，美国国内疫情

叠加示威游行，金属铬进口受一定影响，市场报价下调，继续低位盘整。 

 

铬铁：本周国产高碳铬铁价格下跌，近期市场成交略显冷清，下游不锈钢市场依旧出货不佳，

铬铁采购放缓，南非疫情尚不明朗，市场心态不稳，铬矿报价走低，对铬铁成本支撑减弱，

部分厂家为回笼资金，积极出货，铬铁成交价格有走弱表现。 

   

图 42：高碳铬铁价格变化  图 43：2018 年以来高碳铬铁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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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铬铁原矿价格变化  图 45：2018 年以来铬铁原矿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9. 锆：需求有所恢复，锆市维稳 

需求有所恢复，锆市维稳。国内市场需求有所恢复，但下游大多持谨慎观望态度，部分企业

以减产或检修方式积极挺价，本周锆价延续稳定。 

 

锆英砂：本周锆英砂市场价格暂稳，国内采购商逐渐对三季度锆英砂开始询盘，但新单签售

仍较少，大多持谨慎观望态度，缺乏积极性。 

 

硅酸锆：本周硅酸锆市场行情弱稳运行，价格基本稳定，目前硅酸锆市场运行相对冷清， 

老客户订单相对较稳定，但新单量较少，企业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氧氯化锆：本周氧氯化锆市场持稳运行，价格基本变化不大，氧氯化锆目前市场需求有所恢

复，部分氧氯化锆企业以减产或检修方式积极挺价，现货供应亦有所下降，但外贸方面出口

疲软。 

 

图 46：锆英砂价格变化  图 47：2018 年以来锆英砂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10. 铋：铋价维稳 

铋价维稳。本周铋锭供应充足，部分低价资源流入市场，但国外需求依旧没有明显改善的迹

象，国内需求较前期相比增长也并不明显。 

 

铋：本周铋价维稳，铋锭供应充足，交易量有所减少，国外需求依旧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国内需求较前期相比增长也并不明显，部分低价资源流入市场，但大部分厂家挺价的情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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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很高。 

 

图 48：铋价格变化  图 49：2018 年以来铋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11. 钽：钽价大涨 

钽价大涨。本周国内钽价上涨，下游钢企招标较少，原料和需求调整变化不大。临近月底，

下游钢招有望陆续启动。 

 

钽铁矿：本周国内钽价大涨，适逢中旬，下游钢企招标较少，原料和需求调整变化不大。临

近月底，下游钢招有望陆续启动，后续继续关注。 

 

图 50：钽铁矿价格变化  图 51：2018 年以来钽铁矿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12. 锗：锗价小幅上涨 

锗价小幅上涨。本周二氧化锗小幅上调，国内锗供应量下滑，终端需求仍旺，国内供应依旧

紧张。 

 

二氧化锗：本周二氧化锗价格小幅上涨，市场成交一般。 

 

锗金属：本周国内锗市场运行平稳，国内锗供应量下滑，部分终端需求仍旺，国内供应依旧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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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二氧化锗价格变化  图 53：2018 年以来二氧化锗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54：锗金属价格变化  图 55：2018 年以来锗金属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13. 铟：铟价下跌 

铟价下跌。本周铟价下行，供货商加大出货力度，需求端则按需采购，购买意愿表现稳定，

市场交易情况表现稳定。 

 

铟：本周铟价下行，下游需求依旧疲软，供方加大出货力度以回笼资金。而终端方面则按需

采购，购买意愿表现稳定。国外消费情况来看整体依旧较前期变化不大，没有明显的变化。 

 

图 56：铟价格变化  图 57：2018 年以来铟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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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硅：金属硅弱势下行 

金属硅弱势下行。本周金属硅市场开工继续增加，下游需求持续低迷，市场成交清淡，金属

硅价格整体保持弱势。 

 

金属硅：本周中国金属硅市场价格继续弱势下行，本周市场开工继续增加，个别地区因设备

检修短期停炉，预计下周开工继续回暖。新开硅炉对硅市价格试探基本接近尾声，价格下降

幅度趋缓，但由于下游需求持续低迷，金属硅价格整体保持弱势。 

 

图 58：金属硅价格变化  图 59：2018 年以来金属硅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亚洲金属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亚洲金属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周行业动态 

3.1. 小金属 

3.1.1 钼 

河北久亿将复产四钼酸铵 

AM：四钼酸铵 56%min 年产能 1,200 吨的河北久亿有色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将于一周内复产

四钼酸铵，该公司因下游需求低迷于 5 月 20 号开始停产检修。该公司位于邢台，是河北地

区最大的四钼酸铵生产商，2019 年四钼酸铵 56%min 产量约 750 吨，其中对外销售约 600

吨，自用 150 吨。5 月份产量 60 吨，6 月份预计持平，现有库存约 20 吨。 

 

浙江青田星元钼业钼精矿被冻结 

AM：钼精矿年产能 2,400 吨的浙江青田星元钼业因巨额欠款钼精矿被政府冻结，欠款金额

达 5 亿多。该公司位于浙江青田，5 月份钼精矿产量约 120 吨，6 月份预计持平，现有库存

约 1,300 吨。 

 

3.1.2 镁 

云海金属牵头的江苏省轻金属合金研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AM：近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公布了 2020 年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拟立项名单，南京云海特

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江苏省轻金属合金研究重点实验室成功入选，成为溧水区入

选的首家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山西银光华盛镁业停产镁合金 

AM：受困于汽车行业疲软需求制约，进入 6 月份以来开工订单锐减，山西银光华盛镁业股

份有限公司开工率减半致成本高企，定于本周停产镁合金，后期复工情况视需求而定。该厂

年镁合金产能为 15,000 吨，其中 5 月份生产了 900 吨，因需求疲软订单减少，预计 6 月份

产量或在 300 吨左右，目前不持库存，2019 年镁合金产量为 9,800 吨，截至目前 2020 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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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 4,300 吨。 

 

云海金属子公司拟投建中大型汽车零部件项目 

AM：云海金属 6 月 15 日公告，公司子公司重庆博奥镁铝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2 万吨镁合金、8,000 吨镁粒子和 100 万件镁铝合金中大型汽车零部件项目，投资总额为

22,000 万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净利润为 5,113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4.81 年（含建

设期）。 

 

海科镁业镁合金轮毂项目开工 

AM：近日，湖北黄冈麻城市举行 6 月份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其中包括海科镁业年产 100

万只锻造镁合金轮毂项目。该项目由海科镁业（麻城）有限公司投资，主要建设全自动柔性

车轮锻造、机加工、涂装生产线，锻造镁合金汽车车轮等，项目一期用地 200 亩，建设周期

约 18 个月，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30 万只镁合金汽车车轮。 

 

云海金属集团与重庆万盛区签署项目投资协议 

AM：6 月 16 日，云海金属集团与重庆万盛区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根据协议，云海金属集团

将斥资 5 亿元投资重庆万盛区新材料产业集群。其中，投资 2.35 亿元收购重庆博奥镁铝金

属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投资约 0.5 亿元实施工厂智能化改造并新建集镁合金研发、检

测为一体的专业实验室，投资超过 2 亿元新建年产 2 万吨镁合金、8,000 吨镁粒子和 100 万

件镁铝合金中大型汽车零部件项目。上述投资全部到位并达到预期目标后，预计可形成年产

值 6 亿元、年利税 5,000 万元的镁合金材料及深加工全产业链轻量化龙头企业。 

 

府谷昊田减产镁锭 

AM：鉴于成本高企但兰炭持续亏损，府谷昊田煤电冶化有限公司于 6 月 17 日开始减产镁锭

近 30%至于日产 60 吨，后期产量调整视上游兰炭及镁市需求而定。该厂年镁锭产能为 35,000

吨，其中 5 月份生产了 2,500 吨镁锭，预计 6 月份或减至 2,000 吨，目前持库存 800 吨。该

厂 2019 年镁锭产量为 26,000 吨，截至目前 2020 年镁锭总产量为 12,600 吨。 

 

3.1.3 锰 

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减产硫酸锰 

AM：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国主要高纯硫酸锰生产商之一，因下游需求不旺，

订单缩减明显，为避免库存积压，硫酸锰 32%min 开工率从上月的 85%左右下降至本月的

60%。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有限公司硫酸锰 32%min 年产能 72,000 吨，5 月产量为 5,000

吨左右，本月预计 3,600 吨左右，目前无库存。2019 年全年产量 70,000 吨左右，2020 年

1-5 月产量为 19,000 吨左右。 

 

3.1.4 锑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塔锑项目启动时间延至 10 月 

AM：塔吉克斯坦国有金属公司（TALCO）周一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塔吉克斯

坦合资的锑和金矿项目的启动时间再次被推迟；目前该项目计划在 10 月份开始商业生产。

该公司按计划于 3 月开始通过塔吉克斯坦西部的 Konchoch 矿床生产锑。此外，最新数据表

明，该合资企业每年可生产多达 21,000 吨的锑和 2.5 吨黄金，分别高于先前预估的 16,000

吨和 2.2 吨。 

 

3.1.5 钛 

玉兔钛业拟投建“硫钛铁钙”循环利用项目 

AM：据悉，湖南玉兔钛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建设常宁铜铅锌产业基地配套副产硫酸“硫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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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钙”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拟估总投资预算 10 亿元。项目总占地面积 302 亩，总建筑

面积 108,200 平方米。主要配套建设铜铅锌产业基地副产硫酸项目“硫钛铁钙”资源循环综

合利用及标准厂房、办公用房等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年产专用高档二氧化钛新材料系列产

品 10 万吨，年产硫酸铁系列产品 30 万吨，年产硫酸钙石膏水泥添加剂 30 万吨。 

 

3.1.6 铬 

安利冶炼检修减产高碳铬铁 

AM：内蒙主流高碳铬铁生产商呼和浩特市安利冶炼有限公司于 6 月上旬停产检修 1 台

12,500kva 矿热炉，预计 6 月末完成检修，6 月高碳铬铁预计产量近 1,000 吨，环比减少一

半。该生产商年产能 50,000 吨，2019 年总产量约 35,000 吨，今年前 5 个月总产量近 9,000

吨，预计 6 月产量近 1,000 吨，环比减少 1,000 吨左右，当前暂无库存，较上月同期相同。 

 

鑫汉宇炉料减产低碳铬铁 

AM：由于近两周下游需求减少，山西主流低碳铬铁生产商山西鑫汉宇炉料有限公司于 6 月

上旬停产 1 台 3,600kva 精炼炉，预计 6 月产量环比减少近 800 吨至 1,500 吨左右。该生产

商年产能 50,000 吨，拥有 4 台 3,600kva 精炼炉和 1 台 2,200kva 精炼炉。2019 年总产量约

35,000 吨，今年前 5 个月仅在产 4 个月，总产量 7,500 吨左右，当前暂无库存，较上月一致。 

 

3.1.7 锆 

淄博鑫绿源预计碳酸锆产量环比再减约 25% 

AM：因内销和外贸订单双双减少，淄博鑫绿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碳酸锆 40%min 年产能为

7,000 吨，计划本月生产约 300 吨，环比减少 25%左右。成立于 2004 年 9 月份，淄博鑫绿

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致力于生产碳酸锆 40%min、硫酸锆 33%min、氧氯化锆 36%min 和其

他锆盐，该厂通常每月生产约 1,000 吨化学锆产品，是中国碳酸锆行业前五大生产商。 

 

3.1.8 硅 

盈江县龙腾硅业复产金属硅 

AM：随着丰水期的到来，电价下调，盈江县龙腾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于一周前复产。该公司

共有两台 12,500kVA 的熔炉，主要生产金属硅 5-5-3，该公司金属硅年产能 17,300 吨，目

前无库存，2019 年生产 9,000 吨左右。 

 

伊犁玖红硅业将停产金属硅 

AM：为了维修熔炉且避免被拉入价格战，伊犁玖红硅业有限公司作为多家有机硅厂的供应

商，将于六月底停产。该公司共有两台 12,500kVA 的熔炉，目前主要生产化学硅 4-2-1。该

公司金属硅年产能 17,300 吨，目前无库存，2019 年共生产 12,000 吨左右，2020 年截止目

前生产 5,000 吨左右。 

 

东方日升拟公开发行可转债用于太阳能电池组件项目 

AM：东方日升 6 月 15 日披露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

超过 33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2.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项目、东方日升（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5GW 高

效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项目（一期）、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球高效太阳能电池组

件创新中心项目。 

 

水发集团投资西藏 50MW 光伏储能示范项目 

AM：6 月 15 日，水发集团旗下的水发兴业能源集团与日喀则朗明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50MW 光伏综合能源示范项目合作协议。按照协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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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发兴业能源将全面参与桑珠孜区 50 兆瓦光伏综合能源示范项目的投资建设。该项目总投

资约 4.5 亿人民币，用于光伏、储能项目建设，预计 2020 年底前并网发电。 

 

3.2. 稀土 

Blackstone Resources 出售挪威稀土勘探权益 

AM：瑞士 Blackstone Resources AG 6 月 16 日表示，已经以 2,200 万瑞士法郎价格出售了

其在挪威投资的稀土权益。Blackstone Resources 在挪威共持有 50 平方公里勘探开采权，

涉及三个在交易前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项目。Blackstone Resources 将保留之前在产金银矿

的开采权，未来还将享有上述三个项目投资权益的回购权。此外，Blackstone Resources 的

现有 2%使用费协议有效期至 2030 年。 

 

Arafura Resources Ltd.将与美国公司测试稀土加工 

AM：澳大利亚 Arafura Resources Ltd.周三表示，将对来自澳大利亚矿山的精矿样品进行测

试，作为 USA Rare Earth LLC 旗下科罗拉多州一家精炼厂的潜在原料。Arafura Resources 

Ltd.计划将由在澳大利亚政府工厂加工过的矿石生产的，包含中稀土和重稀土的精炼液体样

品送至 USA Rare Earth LLC 在科罗拉多州的试验工厂，以分离成单独的重稀土。 

 

加拿大 Namibia Critical Metals Inc.更新 Lofdal Heavy Rare Earths Project 钻探方案 

AM：加拿大 Namibia Critical Metals Inc. 6 月 18 日更新 Lofdal Heavy Rare Earths Project

钻探方案。该项目是该公司与 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 的合资企业。

正如先前宣布的那样，第一期预算为 300 万加元，目标是通过 7,700 米的钻探计划将 4 号地

区的当前资源规模增加一倍，通过 1,500 米的钻探测试两个优先勘探目标，并实施进一步的

冶金测试工作，以优化工艺流程。Lofdal Heavy Rare Earths Project 位于纳米比亚西北部

Kunene地区首府Windhoek西北450公里处，该项目区域以Lofdal碳酸盐岩综合体为中心，

占地 314 平方公里，含有许多稀土矿，包括 4 号地区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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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板块标的估值表 

图 60：可比公司估值表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注：标 *号公司为安信覆盖，未覆盖公司盈利来自wind 一致预期，股价采用本周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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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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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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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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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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