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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7                                    证券简称：大地熊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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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共 121 家机构 157人，详见附件。 

时间 2021年 11月 23日、11月 24日、11月 25日、11月 26日 

地点 大地熊公司会议室 

活动形式 电话会议、现场会议 

上市公司 

参加人员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学春 

证券事务代表：王兰兰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与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公司有哪些竞争优势？ 

答：（1）持续创新能力：公司拥有全过程气氛控制、新型磁场取

向成型、晶界扩散调控、绿色高效表面防护、钕铁硼磁体再制造等关

键技术；累计牵头承担 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参与 4 项国家 863

计划项目等 3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及产业化项目；主导制定国家

标准《再生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和行业标准《废旧烧结钕铁硼磁体

再生利用技术规范》，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1项、行业标准 2项、团体

标准 2 项；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54 项；同时，公司正在建设行业唯一的

“稀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国家级创

新平台，公司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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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稀土原材料供应保障：2011年 11月，公司与北方稀土合资

成立北方稀土（安徽）永磁科技有限公司；今年继续深化合作，双方

同比例增资 9036 万元用于合资公司建设年产 8000 吨高性能合金薄片

项目；在复杂多变的稀土原材料供应环境下，为公司稀土原材料保障

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3）优质客户资源：公司在上海、深圳、合肥、德国、日本等地

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服务机构，通过了全球多家知名企业严格的资质认

证并与其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在汽车工业领域，公司通过了德

国采埃孚、德国舍弗勒、日本电产、日本电装及巨一科技、精进电动、

双林股份等国内外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零部件制造厂商的认证并批

量供货，应用于大众、宝马、克莱斯勒、福特、通用、本田、江淮、奇

瑞、五菱、长安等国内外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在工业电机领域，公

司和中国中车、德国舍弗勒、德国西门子、美国百得、日本牧田、日本

松下、日本 CIK、日本 SMC等工业电机制造商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荣获中国中车 2020年度最佳供应商奖、SMC（中国）有限公司 2020 年

优秀供应商奖。 

2、公司的产能布局和规划情况？ 

答：目前公司烧结钕铁硼总体产能为 6000 吨/年；预计 2022 年

末，公司总体产能达到 8000 至 10000 吨/年；随着包头、合肥、宁国

等地新建项目的建设并陆续投产，“十四五”末，公司总体产能将在

21000吨左右，其中：合肥本部规划产能 8000吨/年；包头公司规划产

能 8000 吨/年；宁国公司规划产能 5000 吨/年。目前，各地扩产项目

正在按计划实施。 

公司将密切跟踪节能电机、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下游领域的

市场需求及增长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扩产计划的时间安排，保持合理

的产能利用率。 

3、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21-2023

年）》，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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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双碳”背景下，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机能效提

升计划（2021-2023年）》，提出“到 2023 年，高效节能电机年产量

达到 1.7 亿千瓦，在役高效节能电机占比达到 20%以上”，将有效支撑

重点行业和领域节能提效，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公司主要产品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具有磁性能高、服役特

性优、稳定性好等特点，是稀土永磁电机的重要功能材料。2021上半

年公司钕铁硼产品销售中，工业电机领域约占 45%，未来随着下游电机

领域需求的不断增长，工业电机领域销售占比也将逐步提升。 

4、公司的产能利用率现在如何？产能的释放能符合预期吗？ 

答：公司目前钕铁硼产品生产线是满负荷生产，新建项目的产能

会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作出实时调整，目前产

能释放符合预期。 

5、影响企业使用稀土永磁电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大地熊各工厂

有没有用到稀土永磁电机？ 

答：稀土永磁电机与普通电机相比价格更高，电机制造厂商会从

技术、市场和价格竞争的角度考虑，应用企业也在权衡成本与节能效

益选择稀土永磁电机与否。目前稀土永磁电机在大型企业和高能耗行

业的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也是现代企业数字化与智能化

的必然选择。随着《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21-2023年）》的发布，以

及全社会节能降耗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选择稀土永磁电机将会是一

种趋势。公司相关生产工序已在使用稀土永磁电机，在设备选型中也

是优先选用稀土永磁电机产品。 

6、稀土永磁电机如何降低成本？  

答：公司作为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制造商，一直在与稀土永磁电

机厂商共同研发低成本高性能的稀土永磁产品。公司自主创新开发了

晶界掺杂调控技术、全过程气氛控制技术、粉体表面改性技术、新型

磁场取向成型技术和晶界扩散调控技术等核心技术，在烧结钕铁硼永

磁材料生产的关键工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产业化制备低重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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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磁性能、高热稳定性等满足稀土永磁电机需求的烧结钕铁硼永磁

体及磁组件产品，从而不断降低稀土永磁电机之钕铁硼材料成本。 

7、公司晶界扩散技术有什么优势？ 

答：依托稀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公司已在晶界

扩散技术方面申请发明专利 4项，已获授权 3项，1项进入实审阶段，

晶界扩散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磁体的生产过程。公司晶界扩散技术主要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节能空调和新式电机（按新磁体特点设计）等领

域，在提高产品性能、节约材料成本方面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8、下游电机企业的订单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答：公司目前电机企业订单比较旺盛，在销售占比中增速较快。 

9、公司产品在工业电机领域的细分应用有哪些？ 

答：在工业电机领域，公司稀土永磁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机器人、

电动工具、直线电机、压缩机等方面。 

10、公司目前在节能电机领域销售情况如何？稀土永磁电机与传

统电机相比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2021上半年公司钕铁硼产品中，工业电机销售占比约为 45%、

风力发电约为 11%、汽车工业约为 21%，其中工业电机领域销售占比不

断扩大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 

稀土永磁电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特性好等优点，整

体能效可提升 15%左右或更多，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稀土永磁电机的

广泛应用将有助于企业和社会节能提效，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1、公司在工业电机领域的主要客户有哪些？ 

答：公司在工业电机领域的主要客户有中国中车、德国舍弗勒、

德国西门子、美国百得、日本牧田、日本松下、日本 CIK、日本 SMC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 

12、公司磁组件产品主要供应哪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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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磁组件产品主要供应汽车、风电及工业电机领域。 

13、公司与北方稀土合资公司的运营模式如何？ 

答：2011年 11月，公司与北方稀土共同投资 9000万元合资成立

北方稀土（安徽）永磁科技有限公司（北方稀土持股 60%、公司持股

40%）。在日常经营中，北方稀土安徽公司向北方稀土采购镨钕混合金

属用于生产钕铁硼速凝薄带合金片，并主要销售给公司。合资公司的

成立是公司与北方稀土合作的纽带，公司参股投资北方稀土安徽公司，

获得稳定的、高质量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今年双方向合资公司同比例

增资 9036 万元，用于扩大钕铁硼速凝薄带合金片产能规模，目前资金

已全部到位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14、公司产品的定价模式？稀土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否能消化？ 

答：公司产品定价模式主要参考成本加成模式，但具体定价情况

还会综合考虑多项因素的影响，如客户粘度、产品性能高低、产品加

工复杂程度、包装个性化要求等。而对于高端客户来说，相比价格因

素，往往更多考量产品性能指标、产品一致性和交付能力等综合因素。   

稀土金属占销售成本比重较高，在稀土价格波动较大时，公司与客户

保持及时沟通，采取动态平衡的价格管理模式，形成了有效的价格传

导和约束机制，稀土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一定期间内会合理有效传导到

下游应用厂商。 

15、公司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中，哪些领域增长速度较快？ 

答：今年以来，工业电机和汽车领域增长较快，销售规模不断扩

大。 

16、公司烧结钕铁硼产品生产的材料利用率多少？ 

答：公司烧结钕铁硼毛坯的材料利用率与最终产成品的结构相关，

目前公司烧结钕铁硼产品从毛坯到成品的材料利用率约为 60%。 

17、公司出口业务占比多少？今年运费大涨，是否对公司出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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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 

答：2021年上半年，公司出口业务收入人民币 2.06亿元，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 33.72%，同比增长 125.72%。由于运输费用销售占比

较小，目前运费上涨对公司出口影响不大。 

18、公司稀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进展情况？ 

答：公司稀土永磁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期已满，现已向科技

部提交工作总结报告，处于申请验收的阶段。重点实验室面向社会和

行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竞争前共性技术研究，研

究制定国际标准、国家和行业标准，聚集和培养优秀人才，引领和带

动行业技术进步。围绕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清洁能源等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面向稀土永磁产业发展需要，重点实验室系统研究稀土永

磁材料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问题。 

 

附件清单 

（如有） 
大地熊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单位及人员姓名 

日期 2021年 11月 23日、11月 24日、11月 25日、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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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地熊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单位及人员姓名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参与单位 人员姓名 活动形式 

1 中泰证券 
谢鸿鹤、安永超、曹云、夏文奇、    

陈思远、于柏寒 
电话会议 

2 百川盈孚 杜帅兵 电话会议 

3 易方达基金 杜才鸣 电话会议 

4 华夏基金 马生华 电话会议 

5 上投摩根基金 薛晓敏、黄进 电话会议 

6 富国基金 曹露迪 电话会议 

7 太平资产 李治平 电话会议 

8 嘉实基金 李远山、谢泽林 电话会议 

9 银河基金 祝建辉、袁曦 电话会议 

10 彤源投资 王武、谷玺 电话会议 

11 交银理财 郭敏 电话会议 

12 前海华杉 傅刚 电话会议 

13 敦和资产 陈俊源、陈文敏 电话会议 

14 长城国际 张庭坚 电话会议 

15 华商基金 吴林谦、高兵 电话会议 

16 成泉资本 胡继光、王雯珺、王海斌 电话会议 

17 太平基金 史彦刚、魏志羽 电话会议 

18 石锋资产 王淑茜 电话会议 

19 盘京投资 张奇 电话会议 

20 中金资管 薛一品、王琛 电话会议 

21 国海自营 吴星煜 电话会议 

22 青骊投资 李署、钱喆 电话会议 

23 融通基金 孙卫党、伍文友 电话会议 

24 国泰基金 高亮 电话会议 

25 招商资管 何怀志 电话会议 

26 东方阿尔法基金 唐雷 电话会议 

27 衍航投资 刘毅 电话会议 

28 凯丰投资 王方略 电话会议 

29 德邦基金 史彬 电话会议 

30 长城基金 杨建华 电话会议 

31 中再资产 王润东、赵勇 电话会议 

32 上银基金 卢扬 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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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与单位 人员姓名 活动形式 

33 东吴基金 朱冰兵 电话会议 

34 光大永明资管 王申璐 电话会议 

35 泰达宏利 师婧、李更 电话会议 

36 信诚基金 孙浩中 电话会议 

37  国投瑞银基金 马少章 电话会议 

38 泰山财险 刘金坤、陈明昭 电话会议 

39 天治基金 赵伟 电话会议 

40 安信基金 占冠良 电话会议 

41 中融信托 赵晓媛 电话会议 

42 恒识投资 杜亮 电话会议 

43 兴业基金 刘方旭 电话会议 

44 华安基金 李晓峥 电话会议 

45 博远基金 王华鸣 电话会议 

46 金元顺安 侯斌 电话会议 

47 光大保德信基金 丑凯亮、林晓枫、魏晓雪 电话会议 

48 中信建投基金 周紫光 电话会议 

49 天弘基金 涂申昊 电话会议 

50 红土创新 解骄阳 电话会议 

51 仙翎投总 侯卜魁 电话会议 

52 越声投资 林思浩 电话会议 

53 太平洋保险 王晶、恽敏 电话会议 

54 中信资管 曾征 电话会议 

55 熙山资本 王威 电话会议 

56 钦沐资产 赵一鸣 电话会议 

57 华夏久盈资管 高鹏飞 电话会议 

58 睿亿投资 黄昊 电话会议 

59 国寿养老 刘春江 电话会议 

60 同犇投资 林烈雄 电话会议 

61 中信证券自营 赵宏旭 电话会议 

62 东证资管 钱思佳 电话会议 

63 财通资管 曹斌 电话会议 

64 平安资产 张浩立 电话会议 

65 方正富邦 曹卫东 电话会议 

66 海通自营 王文宝 电话会议 

67 中银资管 陆莎莎 电话会议 

68 泰康资产 郑仁乔、王广国 电话会议 

69 平安养老 郭若峰 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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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与单位 人员姓名 活动形式 

70 新华基金 张大江 电话会议 

71 兴全基金 王坚、陈勇、余喜洋 电话会议 

72 长城财富资管 胡纪元 电话会议 

73 民生加银基金 徐文琪 电话会议 

74 中意资产 臧怡 电话会议 

75 金广资产 严玮 电话会议 

76 财通自营 朱乾栋 电话会议 

77 汐泰投资 周小萃 电话会议 

78 阳光资产 何欣知 电话会议 

79 西部利得基金 温震宇 电话会议 

80 东方自营 李威 电话会议 

81 建信基金 刘汉思 电话会议 

82 睿扬投资 钟浩 电话会议 

83 巴沃投资 陈承尚 电话会议 

84 中邮人寿 赵扬 电话会议 

85 景林资产 刘亚伟 电话会议 

86 歌斐资产 汪庆祥 电话会议 

87 银叶投资 陈刚 电话会议 

88 复霈投资 赵培凝 电话会议 

89 广银理财 王光源 电话会议 

90 五地投资 罗刚、成佩剑 电话会议 

91 北信瑞丰基金 王圆 电话会议 

92 前海开源基金 梁溥森、童芃骏 电话会议 

93 人保资产 利铮 电话会议 

94 浦泓投资 唐建伟 电话会议 

95 华宝基金 郑英亮 电话会议 

96 诺德基金 黄伟 电话会议 

97 华泰柏瑞 和磊、何静 电话会议 

98 东海基金 杨红 电话会议 

99 太平洋证券 李帅华 现场会议 

100 沣京资本 李正强 现场会议 

101 浙江四叶草资产 林海伦、陈超、沈华军、付鹏 现场会议 

102 兴业证券 邱祖学、张弋清、赖丹丹 现场会议 

103 前海联合基金 龙若朴 现场会议 

104 涌津投资 马方会、刘敬文 现场会议 

105 银河证券 杨挺 现场会议 

106 财通证券资管 张若谷 现场会议 

107 浙商证券 刘岗 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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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东方马拉松投资 黄家杰 现场会议 

109 华宝基金 陆恒 现场会议 

110 共青城紫欣私募 李华龙 现场会议 

111 恒大人寿保险 陈默 现场会议 

112 招商证券资管 黄超 现场会议 

113 华创证券 王保庆 现场会议 

114 融通基金 徐笔龙 现场会议 

115 中银证券 史超、章林 现场会议 

116 浙江臻远投资 谌志伟 现场会议 

117 上海砥俊资产 荣子龙 现场会议 

118 杭州柏乔投资 王峰 现场会议 

119 荣缘投资 谭静远 现场会议 

120 天赋投资 枉兵 现场会议 

121 上海弯道投资 张帆 现场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