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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6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详见附表 

时间 2021 年 10 月 21 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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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赖训珑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问：Q3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增速极高，在新能源这个赛道里和其他企业竞

争份额，公司的核心优势什么？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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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如下： 

1、增长迅速的全球领先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商； 

2、与新能源及节能产业的龙头企业客户进行深度合作，使公司能够抓

住不断增长的下游需求； 

3、在稀土永磁材料行业具备先发优势，该行业具有客户黏性高及进入

门槛高的特征； 

4、强大的生产优化研发能力及行业领先的晶界渗透技术； 



5、与主要稀土供货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6、经验丰富及前瞻和执行力较强的管理团队。 

 

2、问：Q3 新能源车领域销量增幅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答：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1 年 1-9 月累计国内新能源汽车销

量 215.7 万辆，同比增长 185.3%。根据 cleantechnica 的数据，2021 年 1-8

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达 355.40 万辆。2021 年 8 月，全球新能源

乘用车单月销量达 51.64 万辆，同比上涨 114%。 

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公司是行业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机磁钢供应商，客户涵盖了国内外的龙头企业：特斯拉、比亚迪、联合汽车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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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问：预期明年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收入占比情况？ 

答：2021 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收入达到 3.17 亿

元，约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17.5%（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约 18%），较上年

同期增长 149.63%，2021 年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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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万辆。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新能源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领域收入达到 6.59 亿元，约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22.6%（占主营

业务收入的 23.9%），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93%，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新能

源汽车驱动电机磁钢产品销售量可装配新能源乘用车约 80 万辆。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从 2015年的约 45.8

万辆增至 2020 年的约 294.41 万辆，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45.1 %。2025 年，预

期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约 1130 万辆，2020 年至 2025 年的复合年增

长率约为 30.9%，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已成为公司业绩主要增长点之一，在这个

领域的主要客户包括特斯拉、比亚迪、蔚来、理想、上汽、大众、通用及博

世等。受益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



收入占比预计将进一步提升。 

 

4、问：风机大型化如何影响稀土永磁材料的单位用量和总体用量？ 

答：充分利用稀土永磁的技术优势，可以助力风机大型化发展，虽然单

位功率的稀土永磁用量略有降低，但规模化的总使用量预计将提升。 

根据弗若斯沙利文的数据，2015 年至 2020 年，全球风力发电机的高性

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消耗量从约 7,170 吨增至约 12,880 吨，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12.4%。2025 年预期全球风力发电机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消耗量将达到

约 19,620 吨，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8.8%。 

在风力发电领域，2020 年全球排名前六的风电整机厂商有四家是公司

客户，包括金风科技和西门子-歌美飒等。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风力发电

领域收入达 7.1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3%，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风电

磁钢产品销售量可装配风机的装机容量约 6.51GW。 

 

5、问：H 股的整体节奏，未来港股融资，对海外投资和海外布局有怎么样

的规划？ 

答：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申请材料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

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

行上市的申请，目前相关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的港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在海外投资和海外布局方面，主要

有以下规划： 

1、在海内外扩展我们的产业链布局，我们拟进一步丰富业务模式、扩

大收入基础及提高毛利。 

2、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地建设研发中心和试验中心，

专注于研发新能源汽车、3C 智能电子产品、精密制造和生产自动化技术等

前沿技术及产品，并积极参与为客户设计和提供技术服务，搭建公司海外技

术交流平台。 

 



6、问：限电限产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答：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在手订单充足，产能利用充分。截至

目前，公司赣州生产基地没有因为限电而出现停产或限产，包头和宁波项目

也均没有受到限电影响，项目按照进度稳步推进，到 2022 年公司的产能将

达产 23,000 吨。 

 

7、问：公司第 3 季度实现晶界技术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产量 1,559 吨，

较上半年单季度的平均（其中 2021H1 实现 2,777 吨，平均约为 1,388.5 吨单

季度）增长 12%；此外，前三季度生产 4,336 吨，已超过 2020 年全年产量，

请问公司是如何是实现产品产量的稳步提升？ 

答：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订单增长带动公司产品产

量增长，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领域收入达到 6.5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93%，2021 年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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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万辆；公司节能变频空调领域收

入达到 10.8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16%，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节能变

频空调磁钢产品销售量可装配空调压缩机约 3,840 万台；同时公司在 3C 领

域加大规模化量产。 

面对下游的快速增长，公司主要通过采用精益生产、自动化改造等措施

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建设新的产能，目前公司的毛坯产能已经具备年产

15,000 吨的生产能力，公司规划在 2022 年具备 23,000 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产能的基础上，规划到 2025 年建成 40,000 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产能，

随着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投入使用，晶界渗透产品的产能也会按照订单需求

逐步提升，公司产能的保障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8、问：原材料成本上涨对公司利润率的影响？ 

答：对公司成本造成较大压力，由于价格向下游传递的滞后效应，会对

毛利率有一定的影响。公司应对稀土原材料波动的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销售模式，根据在手订单情况提前采购

稀土原材料，以降低稀土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第二，与部分主要客户形成一定的调价机制。如商定未来期间的交易价



格以近期的市场平均交易价格为基准；或当稀土价格波动达到一定的比例，

将调整磁钢成品销售价格； 

第三，依据上游原材料价格走势，采购适量的稀土原材料作为安全库存； 

第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通过产品配方的优化，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晶界渗透技术，使同一产品重稀土用量占比逐年下降，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竞争力。 

 

9、问：公司上游原料采购方式是什么？下游不同行业客户账期情况？ 

答：公司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以保障公司稀土原材

料的长期稳定供应；公司与客户根据行业或市场惯例协商账期，不同客户的

账期存在差异，公司一般给予客户 30-90 天的账期。 

 

10、问：对稀土原料的价格判断，如何规避原料价格波动风险？ 

答：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司稀土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的同时，通

过根据在手订单提前采购稀土原材料、建立稀土原材料安全库存、与客户建

立调价机制、优化配方及工艺等措施，能够减少稀土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

经营业绩的影响。 

 

11、问：境外收入主要是哪些客户？ 

答：境外收入主要来自欧洲的新能源汽车客户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客

户。 

12、问：3C 产品是否需要晶界渗透技术？ 

答：是的，部分的 3C 产品已经需要用到晶界渗透产品。现在无线快充

技术出来之后，手机经常会出现过热的现象，所以手机相关的磁体和磁组件

开始要求较高的牌号产品，因此要用到晶界渗透技术，保证磁体和组件在温

度升高的情况下保持性能不受影响。 

 

13、问：公司订单情况？ 



答：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产能利用充分。公司与金风科技签订的《磁

钢采购框架合同》项下约定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合同总重量为 2,223.99

吨，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述合同项下 2021 年第三季度实现销售总重

量为 543.96 吨。另外，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变频空调领域的在手订单也

较为充足。 

 

14、问：单台新能源车的磁钢价值情况？ 

答：每个车企客户的需求都不一样，不同的需求导致不同的电机设计，

因此对磁材的性能、数量要求也不同，包括磁钢尺寸、镀层、磁性能指标都

各不相同，因此单台车的磁钢价值也是各有不同。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每台

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一般需要 2-3.5kg 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公司新

能源汽车领域产品价格是按照约定的传导、调整机制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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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清单 机构名单 

日期 2021 年 10 月 21 日 
       
 

  



附表：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简称 

1 北汽投资 

2 汇添富 

3 盈科资本 

4 华宝基金 

5 朱雀基金 

6 睿远基金 

7 广发基金 

8 光大保德信基金 

9 碧云资本 

10 绿地金控 

11 兴全基金 

12 青创伯乐 

13 中色资产 

14 招商局资本 

15 建银国际 

16 鹏华基金 

17 常春藤资产 

18 洪昌投资 

19 山合投资 

20 敦和资产 

21 平安基金 

22 中再资产 

23 东方基金 

24 广东雷石资管 

25 诺安基金 

26 长江养老 

27 民生加银基金 

28 云禧基金 

29 平安资本 

30 深圳市尚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 湖南湘投 

32 东吴基金 

33 中银基金 

34 诺德基金 

35 长安基金 

36 胤胜资产 

37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38 长江证券 

39 申万宏源 

40 中金公司 

41 杭州昊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 国信证券 

43 深圳前海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4 东兴证券 

45 星展证券 

46 浙商证券 

47 招商证券 

48 东吴证券 

49 兴业证券 

50 华泰证券 

51 广东恒昇基金 

52 华安证券 

53 财信证券 

54 德邦证券 

55 国盛证券 

56 玖龙资产 

57 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 

58 华创证券 

59 国泰君安 

60 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61 深圳市信德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2 上海证券 

63 东北证券 

64 广发证券 

65 太平洋证券 

66 信达证券 

67 天风证券 

68 中泰证券 

69 海通国际 

70 浙江墨钜资产 

71 光大证券 

72 殷实（广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 深圳新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4 歌斐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