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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镁合金新材料行业龙头稀镁科技（00601）蓄势待发，这一逻辑得到中期业绩再次验证。 稀镁科技背靠一支国

【海西州】盐湖产业筑起高质
量发展阶梯

家级专家研发团队，拥有多项先进的高性能稀土镁合金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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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镁合金新材料行业龙头稀镁科技（00601）蓄势待发，这一逻辑得到中期业绩再次验证。

稀镁科技背靠一支国家级专家研发团队，拥有多项先进的高性能稀土镁合金新材料专利技术，由于应
用于镁合金新材料上的稀土技术领先同业，该企业是实实在在的“稀土概念股”。目前该公司以专利技术生
产销售的高性能稀土镁合金新材料产品，在市场上并没有同类产品竞争对手，公司拥有充分的自主定价
权。

稀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提高产业链附加值的稀土技术应用备受国家重视
和鼓励，这于稀镁科技而言是一项重大利好。从中期业绩表现来看，稀镁科技正在深化稀土技术应用于镁
合金新材料的战略布局，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势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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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4市铸造学术会议2019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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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铸造行业绿色发
展论坛最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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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业绩再上新台阶，盈利增长引擎已就位

你可能没有见过的ARB风墙
2019-09-20

目前，稀镁科技的收入100%来自镁产品业务。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基础镁产品和稀土镁合金产品。根

评论()

(http://www.magppc.com/mg/14357.

据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为了优化产品结构，主动下调低毛利率产品的产销量，前述两种产品的总
销售量为28,395吨，同比有所减少，而高毛利率产品的产销量占比稳中有升，销售价格为25,576港元/吨。

因销量有所减少，稀镁科技的收入也下降8.7%至7.26亿港元，但这并不妨碍公司净利润的继续增长。
上半年，公司的整体毛利率同比增加三个百分点至28.4%；净利润约1.16亿港元，同比增长12%，净利率
高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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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净利增长，公司表示除了受益于整体毛利率继续攀升外，还归因于公司强化管理。并在去年完成
电子业务的出售，精简公司管理架构和提高管理效益，使行政费用由2018年约2569万港元下降至2019年
的1616万港元，同比下降37%。与此同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新疆生产基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也使得公司减少税收支出，增加利润空间。

可以说，公司顺利渡过了转型期。2017年，稀镁科技从主要股东世纪阳光（00509）收购金属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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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并于2018年全数出售了公司原有的电子业务。做完加减法之后的稀镁科技，已经是以稀土镁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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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研发产销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之后公司股价走势也逐渐明朗起来。今年4月开始的恒指走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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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稀镁科技股价却是触底反弹，之后还有望继续强势上升。就目前而言，公司盈利增长持续性得到进一
步的数据验证，展望前景，由于镁行业高成长性，以及当下稀土资源战略意义提升，公司稀土镁合金业务
蓬勃发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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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鎂合金贡献过半销售收入，毛利率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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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量占比较小，却贡献了公司过半的销售收入，稀土镁合金业务已是稀镁科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轻量化
(http://www.magppc.com/mg/tag/%e8%

数据显示，上半年，稀镁科技基础镁产品的产销量占比为63.7%，销售额占比为42.1%；稀土镁合金

金属镁
(http://www.magppc.com/mg/tag/%e9%87%91%e5

产品的产销量占比为36.3%，销售额占比则达到57.9%。相比之下，稀土镁合金业务的高盈利能力不言而
喻。

根据智通财经APP的了解，今年中期，该公司的毛利率继续保持在28.4%的高位，远远高于有色金属
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以一组数据做粗略参考，根据机构统计，2019年一季度105家有色金属企业实现营收
3513亿元人民币，实现毛利率仅9.71%。

根据稀镁科技的中报显示，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稀土镁合金的产销占比，这将为公司未来业绩的高毛利
奠定基础。

国家级专家研发团队，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

资料显示，镁作为最重要的轻金属元素之一，它的密度只有1.74g/cm3，大约是铝合金的2/3。镁合金
具有密度低，比强度、比刚度高，减震性能好，电磁屏蔽能力强，尺寸稳定，资源丰富，铸造性能、阻尼
性能、切削加工性能好以及容易回收等一系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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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的另一面是，镁元素自身有绝对强度低，高温下力学性能较差，易腐蚀等缺点，在现代高科技发
展之下，镁合金已然克服以上缺点，成功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等高温高热的零部件之中，同时稀土元素的添
加使得镁合金的固溶度进一步显著提高，具有很强的固溶强化和析出强化作用，可以改善镁合金的高温力
学性能和抗蠕变性能，同时有利于提高耐蚀性。此外，稀土元素可以降低镁在液态和固态的氧化倾向，具
有除氢脱氧等作用，使稀土镁合金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和耐蚀性。

与稀土一样，高性能的稀土镁合金在航天军工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市场。据了解，目前已经应用稀
土镁合金的有空天飞机、超高音速导弹、鹰击-21导弹、红旗-16导弹、以及一系列尚未公开的装备等。

在高端稀土镁合金新材料产品布局方面，稀镁科技背靠国家级专家研发团队，拥有22项镁合金生产工
艺和制备方法技术专利的领先技术，其中11项是与稀土技术应用相关的专利技术，多项专利产品应用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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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飞船和科技及军工产品上。

稀镁科技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中科院张洪杰院士是公司首席科学
家，国家稀土研究中心孟健教授担任公司董事。

据了解，稀镁科技拥有的前述专利，有两项在美国注册登记。同时，该公司也没有授权其他公司使用
其专利技术。也就是说，公司目前拥有多项在全国乃至全球较为先进的稀土镁合金生产技术，该类专利产
品在市场上无竞争对手，集团拥有充分的定价权，这是公司的制胜法宝。稀镁科技以自有专利技术在原有
镁合金牌号的基础上通过添加适量稀土元素，例如镧、镨、铈和钇等，生产的高性能稀土镁合金产品，市
场上无同类产品竞争对手。

(稀镁科技新疆生产基地设备图）

稀土镁合金应用市场前景广阔

由于全球对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各国及地区对燃气减排和油耗降低都设立了严格的标准，航空航
天、国防军工、轨道交通、汽车等领域对材料轻量化都提出了迫切要求。

http://www.magppc.com/mg/14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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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就航空器而言，材料轻量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性能改善十分显著。专家指出，商用飞机与
汽车减轻相同重量带来的燃油费用节省，前者是后者的近百倍，而战斗机的燃油费节省又是商用飞机的近
十倍，更重要的是其机动性能改善可以极大提高战斗力和生存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实验研究证明，航天飞行器每减重1g，可节省发射燃料4kg，而飞机减重1磅的经济效益,商用机为300
美元，战斗机为3000美元，航天器为30000美元。

在汽车方面，研究显示，空载情况汽车所用燃料约70%消耗于汽车自重，汽车整车重量每降低10%，
燃油效率可提高6%-8%。尤其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续航里程是制约其推广的主要瓶颈，如果电动汽车整
车重量减重能到10%，平均续航能力可增加5%-8%，因此镁合金材料会是新能源汽车全面推广中的重要一
环。数据显示，2018年镁需求增速高达7.7%，在有色金属中仅次于新能源汽车带起来的钴锂。

镁合金是替代铝合金的理想轻质金属材料。镁合金，尤其是稀土镁合金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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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原镁产量约86万吨，仅占原铝产量3,580万吨的2.4%；全球原镁产量约103
万吨，仅占全球原铝产量6,434万吨的1.6%。相较于目前铝的产量，镁还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此外，目前
稀土镁合金的牌号数量远不及铝合金的，也给镁企提供广阔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空间。

综上所述，稀土资源愈发稀缺，新材料轻量化发展愈发急迫，再加上稀镁科技拥有领先于行业的技
术，因此，公司构筑积累了较深的护城河，业绩增长空间值得期待。相较于亮眼的业务表现，目前公司估
值低，动态PE仅在6倍左右，远低于有色金属行业其他公司的估值水平。在业绩数据持续验证增长逻辑之
后，加上镁行业景气度上行以及上游延伸带来的利润水平增厚等利好因素，公司有望迎来业绩、估值戴维
斯双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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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分享到：

相关推荐

2019年湖南省制造强省专项资金

中德合作区“花落”许昌

拟支持的项目公示
(http://www.magppc.com/mg/14321.html)
(http://www.magppc.com/mg/14315.html)

【海西州】盐湖产业筑起高质量发
展阶梯
(http://www.magppc.com/mg/14370.html)
新三板公司中镁控股启动上市辅导

2019山西省民营企业百强发布，

刚完成6800万融资
中德集团连续多年榜上有名
(http://www.magppc.com/mg/14307.html)
(http://www.magppc.com/mg/14300.html)

http://www.magppc.com/mg/14330.html

第 5 ⻚页（共 6 ⻚页）

23/9/19 下午10(08

业绩增⻓长引擎就位，稀镁科技（00601）静待花开-镁动⼒力力-镁⽹网

“合肥智造”助力新能源汽车“快跑”
(http://www.magppc.com/mg/14269.html)

关于我们 (/about/) | 联系我们 (/about/) | 商务合作 (/about/) | 寻求报
道 (/about/ ) | 投稿须知 (/about/) | 行业导航 (/daohang/)
意见反馈：magppc@sina.com

联系电话：0392-6977661

合作QQ：549038881

合作微信：mag-ppc

豫ICP备17007680号

关注我们

站长统计
镁动力公众号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

镁动力微信

web_id=1258567785)

© 2019 镁行业信息平台 (http://www.magppc.com)

http://www.magppc.com/mg/14330.html

让我们共同认知镁,感知镁,应用镁!

第 6 ⻚页（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