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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报看有色:锂产业链保持高景气度

研究所 投资要点

一周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下降 4.16%收 3126.40，深证指数下降 5.19%收 11261.50，

沪深 300 下降 3.94%收 3932.68，有色金属行业指数(申万) 下降 7.23%

收 4988.6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29 个百分点。本周，锂板块指数下降

5.84%；钴板块指数下降 8.21%；镍板块指数下降 7.87%；稀土永磁板块指

数下降 8.89%；锡板块指数下降 7.52%；钨板块指数下降 10.80%；铝板块

指数下降 9.75%。

投资分析

上市公司中报已发布完毕，我们围绕重点关注的有色金属品种，从业

务数据、财务绩效等方面作些跟踪分析。总体看，锂产业链保持高景气度，

上市公司中报业绩亮眼。

需求拉动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消费高占比，2022 年

1-6 月新能源汽车全球零售达到 421 万辆，同比增长 71%；国内零售 224.8

万辆，同比增长 122.5%。下游锂电池需求持续上升背景下，锂资源需求弹

性较大、呈量价齐升态势，上游锂资源企业库存处于低位。2021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1 日期间（电池级碳酸锂和氢氧化锂在 2021 年的总需求

量中占 71%）：金属锂(≥99%，工业级和电池级)由62万元/吨上涨至297.75

万元/吨，同比增长 380.24%；碳酸锂(99.5%电池级/国产)由 8.9 万元/吨

上涨至 49.3 万元/吨，同比增长 453.93%；国产氢氧化锂（56.5%）由 9.2

万元/吨上涨至 48.05 万元/吨，同比增长 422.28%。上游原材料价格大涨、

保持高位，锂板块（SW）业绩连续走高，其中 2022H1 营收同比+266.85%,

环比+54.53%；归母净利润同比+943.17%，环比+51.79%。

锂板块营收、利润、毛利率表现亮眼。从中报看，锂板块（SW）中：

营业收入方面，赣锋锂业以 144.44 亿元，天齐锂业以+508.05%分别位列

营业总收入的量值第一、同比增速第一。板块 9 家公司中，有 3 家公司营

收增速超过 400%，除天齐锂业外，另两家为天华超净（+443.22%）和西藏

矿业（+439.2%）。净利润方面，天齐锂业均为净利润额及增速第一（120.05

亿元、+4767.93%）。9 家公司增速均超 400%，4 家公司超过 1000%，除天

齐锂业外，另三家为融捷股份（+3183.82%）、西藏矿业（+1691.03%）和

天华超净（+1057.48%）。因锂矿资源存在形式、锂资源提取技术、资源

自给率等均有所不同，各上市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存在一定差异。细看上

游锂矿业务毛利率方面，盐湖提锂>锂辉石>锂云母。如：以纯盐湖提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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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盐湖股份的上游业务毛利率为 92.64%，以锂辉石提锂为代表的融捷

股份的上游业务锂矿毛利率为 83.81%，以纯锂云母提锂为代表的江特电机

的上游业务锂矿毛利率为 54.54%。

资本开支持续扩张。下游锂电池需求持续高增长、锂资源供给阶段性

错配背景下，产业链各公司看好行业发展及后续锂盐价格走势，加快上游

矿产资源项目进展（如：股权收购、加大开发认证进度等），推动中游产

品线升级改造，持续加大资本开支力度。如：天齐锂业年产 2.4 万吨电池

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实现商业化生产预计还需要 4-8 个月，雅化集团的

雅安锂业二期 3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产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赣

锋锂业子公司完成马里 Goulamina 锂辉石项目的股权交割、获取马里锂业

50%的股权等。

从估值看：以 2022 年 9 月 1日股价为基准，雅化集团、赣锋锂业、

天齐锂业三家公司 PB 最低，分别为 4.88、8.43、9.33。根据 wind 一致预

期，2022-2024 年 PB 分别为雅化集团（3.22、2.25、1.70）、赣锋锂业（4.78、

3.42、2.47）、天齐锂业（5.53、3.46、2.47）。

投资建议: 从产业链跟踪数据看，关注产品价格相对坚挺的锂、钨产业

链头部上市公司。近期，钴价有所回升，对此保持跟踪关注。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疫情突变反复，地缘政治风险，监管政

策变化，技术路线变化，产品供需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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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下降4.16%收3126.40，深证指数下降5.19%收11261.50，沪深 300

下降 3.94%收 3932.68，创业板指下降 7.10%收 2367.40。有色金属行业指数(申

万) 下降 7.23%收 4988.6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29 个百分点。

图表 2:申万一级行业板块表现(2022/9/12-2022/9/16)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本周，有色金属行业中，锂板块表现较强。本周锂板块表现弱于大市，指数下降

5.84%；钴板块表现弱于大市，指数下降 8.21%；镍板块表现弱于大市，指数下

降 7.87%；稀土永磁板块表现弱于大市，指数下降 8.89%；锡板块表现弱于大市，

指数下降 7.52%；钨板块表现弱于大市，指数下降 10.80%；铝板块表现弱于大市，

指数下降 9.75%。

图表 1:有色金属行业表现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感谢实习生罗卓的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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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板块涨跌幅(2022/9/12-2022/9/16)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各板块行业动态及数据跟踪

2.1 锂

1) 工信部召开锂资源产业发展座谈会:企业不得严重背离成本定价。为促进锂资

源产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障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9 月 15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组织召开锂资源产业发展座谈会，发展改革委产业司、

价格司，自然资源部矿权司、矿保司，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有关报价平台，以及锂资源、锂盐、正极材料重点生产企业参会。参

会单位认为，我国锂资源具备满足国内需求的储量基础，当前锂资源生产供应总

体保持稳定，供需基本平衡，未来两年随着新增资源开发项目产能逐步释放，锂

产品供应将大幅增长，更好满足下游产业发展需要。锂行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平开放的产业环境。会议强调，一是坚持

系统观念，从全产业链审视锂产业发展和价格问题。鼓励上下游企业通过签订长

协等方式建立利益长期共享的协作关系，合力维护供应链畅通稳定，并肩打造全

产业链竞争优势。二是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当前关键窗口期，研究制定推动锂产

业发展相关工作方案，从“多开发、稳进口、减量化、促回收”等方面提出一揽

子政策措施，协同各方加快国内资源开发利用，尽快形成供给能力。三是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工作协同，规范有序做好保供稳价工作。龙头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

生产企业不得串通定价，不得严重背离成本定价，报价机构要规范报价，为稳定

价格和预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积极作用。（SMM）

2) 天力锂能：拟近 6 亿投资年产 1 万吨碳酸锂项目和 2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9

月 15 日，天力锂能公告，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2 亿元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投资“年产一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使用额度不超过 3.87 亿元超募

资金投资“年产 2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碳酸锂项目建成后达产年营业收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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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337,740 万元，达产年附加税 788 万元，达产年增值税 7,881 万元，达

产年利润总额 8,481 万元，达产年净利润 6,361 万元。磷酸铁锂项目达产后 4 年

内将实现年均营收 179,850.00 万元，营业成本 154,842.74 万元，利润总额

15,115.52 万元，净利润 11,336.64 万元，净利润率为 6.30%。（公司公告）

3) 久吾高科：签订班嘎错盐湖吸附耦合膜法原卤提锂技术开发合作协议。久吾

高科公告，与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班嘎错盐湖原卤提锂技术开发合作协议，

本次合作开发项目的小试部分规模为设计原卤用量 60L/h，中试部分的规模暂定

年化氯化锂产量 600-2000 吨。（公司公告）

图表 4:金属锂(≥99%，工业级和电池级)(元/吨) 图表 5:碳酸锂(99.5%电池级/国产)(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6:安泰科:平均价:工业级碳酸锂:99%:国产(万元

/吨)

图表 7:价格:氢氧化锂 56.5%:国产(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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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价格:六氟磷酸锂(万元/吨) 图表 9:安泰科:平均价:磷酸铁锂:动力型:国产(元/

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2 钴

1) 华友钴业：拟与淡水河谷印尼合作 6 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镍钴项目。9月 13

日晚间公告，近日公司与淡水河谷印尼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合作建设

高压酸浸湿法项目，对淡水河谷印尼 Sorowako 矿山的红土镍矿褐铁矿进行加工

处理，计划年产能为 6 万吨镍金属量的氢氧化镍钴产品（MHP）。如果可供应的

褐铁矿增加，双方将考虑扩大本项目产能。公司将建设并实施本项目，淡水河谷

印尼将有权按照协议约定收购项目公司最高可达 30%的股份。（公司公告）

2）腾远钴业：二期募投项目 13500 吨钴综合回收车间的厂房已经建设完成。腾

远钴业 9 月 15 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二期募投项目 13,500 吨钴、10,000

吨镍，15,000 吨电池废料综合回收车间的厂房已经建设完成，大型主体设备已

经吊装完成，目前正在做辅助设备、管道、电器等的施工和安装，预计 2022 年

四季度进入调试阶段。（公司公告）

图表 10:安泰科:平均价:氯化钴:国产(元/吨) 图表 11:安泰科:平均价:碳酸钴:45%以上:国产(元/

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有色金属行业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10

图表 12:草酸钴:31.6%:山东(元/吨) 图表 13:现货平均价:电解钴:Co99.98:华南(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安泰科:平均价:四氧化三钴:国产(元/吨) 图表 15:安泰科:平均价:硫酸钴:20.5%:国产(元/

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安泰科:平均价:金属钴:国产(元/吨) 图表 17:LME 钴分地区库存（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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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镍

1）镍助力中国水安全战略实施。近日，国际镍协会受邀参加由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青岛国际水大会，国际镍协会总裁

Hudson Bates 在大会开幕式做视频主旨发言。会议期间，国际镍协会还组织召开

了交流会，全面探讨了镍如何促进中国水安全战略实施。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

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丰昌教授在交流会上指出，镍等金属对于

实现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安全战略非常重要，要制订基于科学的水环境基准和

标准，促进镍行业规范发展，提高水环境质量，推动不锈钢等下游行业更好地服

务于饮用水安全、海水淡化、污水处理、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等重要课题。交流会

上，国内外专家共同解读了在全球低碳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镍及含镍不锈钢对

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水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作用，强调了镍全生

命周期优势对于减少镍自身碳足迹和促进水行业低碳发展的作用，以及含镍不锈

钢的理化特点对于饮用水质量提高和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的赋能。镍及含镍不锈

钢，在其自身的生命周期中，全面参与到“从源头到龙头”的水安全战略实施。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生态环境部发布《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明

确了镍采选、镍冶炼、电镀、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等重点监管行业；在饮用水

安全方面，卫生与健康主管部门修订了《饮用水质量标准》，对镍的限值做出了

规定；在节约用水方面，针对工业、市政和民用 3个主要领域，有关部门组织社

会团体起草了《水处理用不锈钢蜂窝斜管》《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家用不

锈钢水槽》等标准，推荐使用耐腐蚀、易加工的含镍 304 牌号不锈钢。与会专家

认为，未来，中国将继续维持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地位，镍行业与水

行业在各自的全生命周期中相互交织，因此，必须实现科学合理的协同发展。中

国不断完善的水环境法规和饮用水安全法规，将确保镍不会成为导致水环境质量

和饮用水质量问题的原因，而是促进含镍不锈钢成为实施水安全战略技术解决方

案的核心材料。合规是镍行业、不锈钢行业、水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合

规的前提是制订更科学、更合理、更全面的法规政策体系，重点解决水环境质量、

饮用水质量和可持续供水。（中国有色金属报）

2）俄罗斯最大镍电解车间发生大火。2022 年 9 月 14 日，全球最大的钯和高品位

镍生产商以及铂和铜的主要生产商 Nornickel 宣布，当地时间 9 月 14 日上午 9

点 04 分，该工厂科拉采矿和冶金公司（KolaMMC）的镍电解车间发生大火，所有

工作人员都迅速撤离，无人员伤亡，生产已暂停。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镍生产

商 Nornickel 镍公司的子公司，五年前，泰米尔半岛 Nornickel 的旧镍厂被关闭

后，Monchegorsk 贝卡梅的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镍厂。Nornickel 是全球最大

的镍冶炼企业，年产能 25 万吨镍金属，占全球原生镍供应量约 8%；2022 上半年

该公司生产精炼镍 10 万吨。（CBC 金属网）

3) “亚洲第一炉”金川镍闪速熔炼炉改造完成。9月 13 日，金川集团镍钴研究

设计院“小块镍国产化”技术攻关组与镍冶炼厂小块镍生产一线专家联合攻关团

队形成合力，连续攻克小块镍机组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的各种技术难题，严格执

行质量标准，顺利完成了小块镍机组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阶段性工作，机组 3 台

剪板机已经达到并超越改造前 4 台进口剪板机的作业效率，缩短了作业流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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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整体生产效率。世界第五座、亚洲第一座金川镍闪速熔炼炉，历经一个多月

全面冷修后，正式点火烘炉。此次检修创造了镍闪速炉 30 年以来冷修新纪录，

检修完成后，闪速炉系统镍精矿年处理量提升至 85 万吨。（公司公告）

图表 18:现货结算价:LME 镍(美元/吨) 图表 19: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硫酸镍(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20:现货平均价:电解镍:Ni9996:华南(元/吨) 图表 21: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镍板:1#(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22:LME 镍分地区库存（吨） 图表 23:库存:镍矿:港口合计(10 港口)（万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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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库存小计:镍:总计（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4 稀土永磁

1) 五矿稀土：实控人由中国五矿变更为中国稀土集团。9月 13 日，五矿稀土发

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稀土集团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已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五矿股份持有的公司 157,924,75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0%）已过户登记至中国稀土集团名下，本次划转已

完成。本次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五矿稀土集团，实际控制人由中国五

矿变更为中国稀土集团；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公司公告)

2）金力永磁：拟 1 亿美元投建废旧磁钢综合利用项目。9月 12 日，金力永磁发

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力永磁绿色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力香港科技”）在墨西哥新设公司投资建设“废旧磁钢综合利用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约 1 亿美元。项目拟通过新设墨西哥公司

投资建设废旧磁钢综合利用项目，新建生产车间、检验仓储主体建筑以及相应的

供电、供水、供气等公辅设施等，新增回收利用处理设备、磁材生产设备等。项

目达产后形成年处理5,000吨废旧磁钢综合利用及配套年产3,000吨高端磁材产

品的生产能力。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1 亿美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项目计

划建设期 3 年。公告称，本项目以废旧磁钢为切入点，构建“回收-拆解-再生-

再制造”的再循环产业体系，促进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的规模化和规范化，有利于

稀土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是落实公司碳中和战略的具体实践。项目建设符合

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

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综合实力。(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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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氧化镨钕:≥99% Nd2O3 75%:中国(元/吨) 图表 26:氧化钕:≥99%:中国(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27:氧化镨:≥99%:中国(元/吨) 图表 28:氧化镝:≥99%:中国(元/公斤)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29:氧化铽:≥99.9%:中国(元/公斤) 图表 30:出口平均单价:钕铁硼合金速凝永磁片(美

元/千克)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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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锡

1) 2022 年 8 月国内精锡产量通报。安泰科对国内 21 家冶炼厂（涉及精锡产能

32 万吨，总产能覆盖率 97%）产量统计结果显示，2022 年 8 月上述企业精锡总产

量为 14347 吨，环比上涨 129.9%，同比上涨 7.5%。分地区看，随着上个月检修

后复产爬坡期的结束，西南、华南、华东等主要冶炼区域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明

显涨幅，环比分别上涨 516.7%、84.2%和 14.4%。据安泰科了解，8 月份云锡郴州

冶炼厂例行检修，安徽省限电情况已基本缓解，内蒙古赤峰以及赣州市的疫情情

况目前对当地锡生产经营影响有限。由于近期绝大部分冶炼厂恢复以往正常月产

量，这也使得市场上的锡精矿原料短缺程度再次加剧，精矿加工费也再度回落。

截至发稿前，40 度加工费维持在 2 万元/吨，较中秋节前减少 2000 元/吨。由于

目前现货市场交易活跃度较差，个别企业仍打算维持低生产模式运营。总体看，

预计 9 月的精锡产量将稳定在 1.5 万吨水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锡业分会）

图表 31:锡矿石:15%:国内(元/吨) 图表 32:现货结算价:LME 锡(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33:期货收盘价(活跃合约):锡(元/吨) 图表 34: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锡:(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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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LME 锡分地区库存（吨） 图表 36:库存小计:锡:总计（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6 钨

1) 厦门钨业：厦门虹鹭 600 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预计 2023 年下半年建

设完成。9月 14 日，厦门钨业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权属企业厦门虹鹭新增

年产 200 亿米细钨丝产线设备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

预计 2022 年第三季度建设完成；厦门虹鹭 600 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

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预计 2023 年下半年项目建设完成。

钨精矿产能方面，厦门钨业称，公司内部现有四家钨矿企业，其中宁化行洛坑、

都昌金鼎、洛阳豫鹭为在产矿山，三家在产矿山的产量约七八千吨/年金属吨；

其中博白巨典钨钼矿为在建矿山，预计 2026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达产后预计年

均产出钨精矿 2000 多吨(折金属吨)。据厦门钨业透露，公司目前稀土原料部分

自采，部分通过正规渠道外购；关于海外稀土原料供应，公司拟与赤峰黄金成立

合资公司。双方拟成立合资公司，其中公司占 49%，赤峰黄金占 51%，合资公司

专注于开发老挝稀土资源，并作为双方未来在老挝运营稀土资源开发的唯一平台，

现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涉及合伙企业股权事宜，公司方面披露，厦门钨业持有

福建巨虹稀有金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份额，根据 2017 年 9

月份公司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福建巨虹稀有金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暨收购相关矿山企业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福建巨虹收购厦门三虹

钨钼股份有限公司 47.4576%股份和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13.0332%股权；公司

目前仅是通过巨虹基金间接持有部分三虹和巨通的股权，并非实际控制。（公司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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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安泰科:平均价:黑钨精矿:60%和 65%:国产

(万元/吨)

图表 38:安泰科:平均价:白钨精矿:60%和 65%:国产

(万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39:碳化钨粉:≥99.7%:2-10um:国产(元/公斤)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7 镁

1) 万丰奥威：将重点推进镁合金产品亚太中心建设。万丰奥威近日接受机构调

研时表示，公司未来将重点推进亚太中心建设，将公司在北美市场技术应用优势

转化为国内的市场份额。一方面通过“T3+1”（一汽、东风及长安）平台推动国

有平台和传统汽车镁合金大部件应用。同时，以“蔚来”业务为新能源车市场开

发样板，加大新能源车项目获取力度，持续优化产品和市场结构。（公司公告）

2) 云海金属：目前在镁储氢电池上有研究。云海金属 9 月 13 日在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目前原镁产能 100%自用生产镁合金。公司目前在镁储氢电池上有研究。在镁

二次电池及镁空气电池领域没有布局，不排除以后会介入。（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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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镁锭:1#（元/吨） 图表 41: 出厂价:原生镁锭:MG9990（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42: 现货结算价:BOCE 金属镁锭（元/吨） 图表 43: 国际现货价:镁（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8 铝

1) 印度尼西亚年产 150 万吨电解铝厂将于 2025 年第一季度投产。印度尼西亚的

第二大煤炭开采公司--阿达罗能源，正在印尼北加里曼丹岛建设年产 150 万

吨电解铝的铝冶炼厂。该项目已经于 2021 年底开工建设，年产 150 万吨的电

解铝项目分三期建设，目前正在建设第一期（年产 50 万吨）电解铝项目，计

划 2025 年第一季度投产；第二期（年产 50 万吨）电解铝项目，计划 2026

年第四季度投产；第三期（年产 50 万吨）项目，计划在 2029 年第四季度投

产完成，实现满负荷生产，达到总产能 150 万吨。电力采用水电发电厂的水

电。（CBC 金属网）

2) 福达合金：继续推动重大重组，将打造一体化综合性氧化铝龙头公司。9 月

14 日晚，福达合金公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草案）（修订稿）》等多项公告，公司完成回复证监会关于重

组事项的反馈意见并更新重组草案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重组事项。根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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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草案，公司本次交易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

让以及募集配套资金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同时生效、互为前提。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

锦江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钭正刚。具体而言，上市公司将全部资产及负

债作为置出资产，与对手方锦江集团所持三门峡铝业全部股份等值部分进行

置换。其中，置出资产交易价格为 10.3 亿元，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交易作

价为 155.6 亿元，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向锦江集团及三门峡铝业其他股东发

行股份购买，发行价格为 11.99 元/股。此外，上市公司现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王达武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中男，合计将 7,656,301 股转让给锦江集团指

定主体杭州科创，转让价格为 24.82 元/股，转让对价 1.9 亿元。上市公司还

拟采用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

用于三门峡铝业子公司锦鑫化工年产 120 万吨氧化铝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交易草案显示，本次交易前，福达合金主营业务为电接触材料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属于传统制造业。受到市场空间小、品牌力较弱等原因，公司原有

业务增长乏力，归母净利润由 2019 年的 7317.88 万元降至 2021 年的 5709.25

万元，同期资产负债率则从 43.99%上升至 59.89%。加之公司 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未果，公司亟需转换主营业务赛道，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公司本次重

组标的为三门峡铝业，主营业务为氧化铝、氢氧化铝、烧碱、金属镓等产品

生产和销售。通过本次交易，将盈利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氧化铝产业

相关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本次交易完成

后，成为一体化的综合性氧化铝生产、制造和销售的大型企业。（CBC 金属

网）

图表 44: 安泰科:平均价:氧化铝:一级:全国（元/吨） 图表 45: 价格:氧化铝 FOB:澳大利亚（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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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铝:A00（元/吨） 图表 47: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铸造铝合金

锭:ZL102（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48: 价格:铝合金:ADC12(废铝):国产（元/吨） 图表 49: 库存:氧化铝:合计（万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50: 库存:电解铝:合计（万吨） 图表 51: 总库存:LME 铝（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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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 库存小计:铝:总计（吨） 图表 53: 库存:6063 铝棒:合计（万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2.9 铜

1)紫金矿业：半年铜产量跃居全球第六。据标普最新数据，今年二季度，全

球主要矿企实现矿产铜 350 万吨，同比增长 3.8%，增加 12.8 万吨，其中紫

金矿业铜产量同比增长超 90%至 21.7 万吨，以 10.3 万吨增量贡献了全球增

量的 80.4%。公司半年铜产量跃居全球主要矿企第 6 位。二季度，全球铜产

量前 20 家矿企中，有 8 家产量同比下降；前 5家矿企中，必和必拓、自由港

产量为 46.2 万吨、39 万吨，同比增长 14.6%、16.9%，智利国家铜业、嘉能

可、墨西哥铜业集团产量为 34.8 万吨、25.2 万吨、23.7 万吨，同比分别下

降 24.9%、15%、12.2%。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受通胀压力、疫情、干旱、南

美社区冲突等影响，全球主要矿企纷纷下调 2022 年产量指引，全球铜产量前

15 家矿企中有 11 家产量同比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紫金矿业刚果

（金）卡莫阿-卡库拉铜矿、塞尔维亚佩吉铜矿、西藏巨龙铜矿这三大世界级

铜矿实现投产达产，推动上半年产量实现快速增长，从去年同期的全球第 10

位攀升至第 6 位，下半年增幅仍有继续上涨的趋势。（矿业界）

2)铜陵有色金冠铜业智能化项目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示范名单。根据数字化

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行动计划有关任务部署，为发挥数字科技企业示范引领

作用，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面向国内数字科技企业，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双化协同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根据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

策，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深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该公

司针对厂区物流运输费用高、柴油叉车对环境污染大、人工交叉作业存在安

全风险等问题，从智能 AGV 小车取代人工叉车、渣包缓冷智能化和行车无人

化智能化三个方向进行技术攻关，通过集成创新与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中，智能 AGV 小车运输系统衔接精炼、电解工艺，实现铜板料运输智能化、

无人化，在国内铜冶炼企业首次实现应用；渣包车智能运输和缓冷智能化系

统集成创新，实现渣包温度自动实时监测，避免渣包区域高温环境和爆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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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对人员和设备的伤害，提高生产效率，有效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实现减人

增效，节能减碳；行车无人化和智能化系统应用，通过对整个料库进行三维

建模，实现堆料、取料、投料全过程自动控制，并有效提高盘库和金属平衡

管理效率和质量。金冠铜业全流程智能运输系统集成创新与应用，实现不同

工序的集成优化和协同运作，以及实现艰苦岗位无人化，降低安全生产风险，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有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目前，该公司 AGV 重载小车和渣包缓冷智能化创新应用处于国内

同行业领先水平，对提升冶炼企业生产效率、物流效率、成本节约，以及减

少碳排放，具有较高的示范推广价值。（有色新闻）

图表 54: 平均价(不含税):铜矿石:Cu:(5%;10%;15%);

As<0.5%:（江西；安徽）（元/吨）

图表 55: 平均价:铜精矿:25%:（西藏;甘肃;内蒙古;

山西;辽宁)（元/金属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56: 平均价:粗铜:≥（99%；98.5%；97%）:上海

（元/吨）

图表 57: 平均价(不含税):1#废铜(Cu97%):（黑龙

江;广西;吉林;四川;山西;辽宁;湖北)(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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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8: 期货结算价(活跃合约):阴极铜(元/吨) 图表 59: 市场价:电解铜:1#:全国（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60: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铜:1#（元/吨） 图表 61: 期货官方价:LME3 个月铜（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图表 62: 现货结算价:LME 铜（美元/吨） 图表 63: 库存小计:阴极铜:总计(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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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4: LME 铜:库存（吨）

数据来源:Wind，爱建证券研究所

3、风险提示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疫情突变反复

地缘政治风险

监管政策变化

技术路线变化

产品供需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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