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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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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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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详见附表 

时间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蔡报贵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鹿明 

财务总监：谢辉 

投资者关系总监：王聪敏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管理层首先介绍了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 

2021年，公司在手订单充足，产能利用充分，晶界渗透的高性能永磁材料的产量

及销量增长迅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8,007.24万元，同比增长68.7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307.42万元，同比增长85.3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330.14万元，同比增长86.37%。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公司2020年使用晶界渗透技术生产4,111吨高性能

稀土永磁材料产品，于晶界渗透稀土永磁市场中排名世界第一，约占21.3%的市场份

额。2021年，公司使用晶界渗透技术生产6,064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产品，同比增

长47.51%，占同期公司产品总产量的58.73%，较上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其中超

高牌号产品产量为3,437吨。公司凭借庞大的产能、卓越的研发能力、专有技术以及

强大的产品交付能力，成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的领先供应

商。 

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是特斯拉、比亚迪、联合汽车电子、日本



电产等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磁钢供应商，上汽集团、蔚来、理想汽车都是公司的最

终用户，公司也是博世集团多年的汽车零部件磁钢供应商。公司还是大众汽车、通用

汽车新能源汽车平台的稀土永磁材料供应商。2021年公司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

域收入达到10.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2.73%，2021年公司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磁

钢产品销售量可装配新能源乘用车约124万辆。 

在节能变频空调领域，公司是美的、格力、上海海立、三菱电机等知名品牌的重

要磁钢供应商，2021年公司节能变频空调领域收入达到14.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9.41%，2021年公司节能变频空调磁钢产品销售量可装配变频空调压缩机约4,850万

台。 

在风力发电领域，公司客户包括金风科技和西门子-歌美飒等全球领先的风电整

机厂商。2021年公司风力发电领域收入达8.87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2021年公司风

电磁钢产品销售量可装配风机的装机容量约8.65GW。 

此外，在节能电梯领域，公司是通力、上海三菱电梯等顶尖电梯制造商的重要磁

钢供应商，公司3C领域产品开始规模化量产，已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公司还积

极布局工业节能电机、轨道交通等新能源及节能环保领域，已经成为这些领域重要的

高性能磁钢供应商之一，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1、问：稀土永磁材料下游各应用领域的未来市场空间如何？公司在这些领域的市场

地位如何？ 

答：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应用广阔，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

报告，稀土永磁材料（主要包括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全球消耗由 2015 年的约 14.66

万吨增至 2020 年的 20.95 万吨，并预期将于 2025 年进一步增至 30.52 万吨。 

（1）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到 2025 年，预期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

到约 1,130 万辆，2020 年至 2025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30.9%；全球新能源汽车的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消耗量预期将达到约 3.75 万吨，2020 年至 2025 年的复合年增

长率约为 30.9%。2020 年，按使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乘用新能源汽车数量计，

金力永磁在全球排名第一。 

（2）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到 2025 年，全球节能变频空调产量将达到约

2.14 亿台，2020 年到 2025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16.6%；全球节能变频空调的高性

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消耗量很可能达到约 1.97 万吨，2020 年至 2025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约为 16.6%。2020 年，在全球所有稀土永磁生产商中，以装备节能变频空调压缩机的



数量计算，金力永磁排名第一，市场份额约为 31.5%。 

（3）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到 2025 年，预期全球风电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将达到约 112.2GW，高性能钕铁硼材料消耗量将达到约 1.96 万吨。2020 年，按永磁

风力发电机新装机容量计算，在全球所有稀土永磁生产商中，金力永磁排名第一，市

场份额约为 40.3%。 

公司在上述各关键下游领域建立行业领先的市场地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

产品获 2021 年全球前十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商中的八家用于生产驱动电机；在节能变

频空调领域，公司与全球变频空调压缩机前五大企业保持多年友好合作关系；在风电

领域，全球前五大风电整机厂商中的四家均为公司客户。 

2、问：公司如何看待目前稀土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磁泥回收

对公司产品成本的影响如何？ 

答：公司总部位于重稀土主要生产地江西赣州，并在轻稀土主要生产地内蒙古包

头投资建设一期 8000 吨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基地，公司与包括南方稀土集团、北

方稀土集团在内的重要稀土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通过根

据在手订单提前采购稀土原材料、与客户建立调价机制、优化配方、改进工艺等措施，

以减少稀土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 

稀土原材料的回用是公司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边角料、磁泥中的稀土金属元素进

行回收利用的一种方式，是对外购原材料的补充。目前，外购是取得原材料的主要方

式，虽然回用对降低成本有一定的作用，但原材料成本仍然主要受市场价格的影响。 

3、问：请介绍一下公司后续的产能布局及在 ESG 方面的规划情况。 

答：（1）产能布局 

公司在包头投资建设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基地项目”在 2021 年底竣工，该项

目在 2022 年完全达产后将形成 8,000 吨/年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产能力，公司的

毛坯产能将达到年产 23,000 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基地也将由单一工厂向多地工厂的集

团化迈进。公司规划到 2025 年，将建成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年产能 40,000 吨。 

产能 

（吨/年） 
工厂 主要项目名称 

项目 

状态 
达产时间 

15,000 赣州 - 已达产 2021 

8,000 包头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基地项目 已投产 2022 

3,000 宁波 年产 3,000 吨高端磁材及 1 亿台套组件项目 在建 2023-2024 

12,000 包头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基地项目（二期） 
规划 

建设 
2023-2024 

2,000 赣州 高效节能电机用磁材基地项目 
规划 

建设 
2024-2025 



40,000 - 

 

（2）公司在 ESG 方面的规划 

公司将不断践行低碳发展理念，积极履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根据董事会通过的决议，公司拟与金风科技合作开展绿色电力计划，其中包括在

生产工厂（包括赣州工厂、包头工厂和宁波工厂等）的闲置区域建设不超过 15 兆瓦

的光伏电站。公司将在未来的业务运营中继续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除了贡献稀土永

磁材料帮助我国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外，公司还将根据业务需求，积极与包括金

风科技在内的领先新能源公司合作，开展绿色电力计划。 

为更好地管理环境、社会及气候相关风险，公司的目标是在可见将来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及资源消耗。公司成立了一个碳达峰及碳中和团队，负责制定计划并采取措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能源消耗。公司计划通过增加绿色能源的使用并加强对原材料的

回收利用，预计实现未来每年平均减少 5%至 10%的单位排放/能耗，直至达到碳中和

的长期目标。 

4、问：请介绍一下公司的定价模式、调价机制，以及其对公司毛利率的影响。 

答：公司产品的定价模式为成本加成模式。稀土原材料成本占产品成本的

70%~80%，加工工艺、工序的复杂程度使得不同领域的产品附加值不同，毛利率会有

差异，比如风电领域的产品加工复杂程度相对低，3C 产品的加工复杂程度高。同时，

不同领域产品所处的阶段不同，毛利率也会有差异，比如 2021 年新能源汽车领域新

的客户定制的新产品处于爬坡上量阶段，毛利率在达到成熟阶段或者在具备规模效应

之前都会相对低些。 

公司能够根据与客户订立的合约在一定的周期内（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调

整产品的单价。价格调整机制有助于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将稀土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逐渐

传导给客户，但仍然有一定的滞后性。 

综合定价模式、调价机制的影响，在 2021 年稀土原材料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公

司 2021 年磁钢的毛利率为 21.32%，较 2020 年下降 2.49 个百分点。 

 

5、问：公司晶界渗透技术的优势有哪些？ 

答：公司具备行业领先的晶界渗透技术，已就晶界渗透技术申请多项国内外发明

专利授权。 

一方面，公司通过配方优化降低乃至消除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过程中中重

稀土的添加，帮助风电行业的客户降低其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车及变频



空调等领域，公司有能力采用晶界渗透技术实现大规模生产交付，并不断开发出高牌

号产品，在大幅减少中重稀土用量的同时而维持磁材产品的高性能。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晶界渗透技术一般可以减少 50%至 70%的中重稀土

用量。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公司分别将晶界渗透技术应用于约 1,200 吨、2,100

吨及 4,111 吨永磁材料产品的生产过程中，2021 年，公司使用晶界渗透技术生产 6,064

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产品，同比增长 47.51%，占同期公司产品总产量的 58.73%，

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其中超高牌号产品约为 3,437 吨，在晶界渗透的高性

能永磁材料产品中占比 56.68%。 

 

6、问：请介绍一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答：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专注于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应用领域，是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行业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积累了

较为雄厚的客户基础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备较为

突出的竞争优势，具体如下： 

（1）公司为增长迅速的全球领先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商，公司产能布局

为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提供强大的产品交付保障。 

（2）公司与主要稀土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3）强大的生产优化研发能力及行业领先的晶界渗透技术。 

（4）在稀土永磁材料行业具备先发优势，该行业以客户粘性及进入门槛高为特

征。 

（5）公司管理团队成熟稳定并形成国际化的业务布局。 

 

接待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并严格按照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

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日期 2022 年 03 月 31 日 
      



附表：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简称 

1 朱雀基金 

2 瓴仁投资 

3 银华基金 

4 博时基金 

5 碧云资本 

6 复星集团 

7 长江养老保险 

8 上海普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 和谐汇一 

10 爱建证券 

11 上海明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 国泰君安 

13 麦顿投资 

14 中泰证券 

15 东北证券 

16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 中金公司 

18 山合投资 

19 长江证券 

20 天风证券 

21 中再资产 

22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 东吴证券 

24 国盛证券 

25 守正基金 

26 Morningstar 

27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8 海通证券 

29 华泰证券 

30 金恒宇投资 

31 上海国际信托 

32 招商证券 

33 湖南湘投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华安证券 

35 杭州兰筠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36 慎知资产 

37 广发证券 

38 民生加银基金 

39 润晖投资 

40 东兴证券 



41 西部证券 

42 媛博投资 

43 华创证券 

44 法国巴黎银行 

45 国信证券 

46 浙商证券 

47 申银万国研究所 

48 中航证券 

49 信达证券 

50 德邦证券 

51 昭时投资 

52 北京青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 

53 中色资产 

54 建银国际 

55 DBS 

56 第一上海 

57 中银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