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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资本市场 萤石产业在路上

� � � �在浙江金华， 无论是酒店还是国土

局这样的政府部门， 大都在敞亮的大堂

里摆上一大块萤石工艺品， 无时无刻不

在提醒着往来的人们， 金华与萤石的特

殊渊源。

中国最早的萤石矿开采于金华市下

属的武义县， 今天从金华坐长途车前往

武义县城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在进入县

城的路边， 可以看到一组城市雕塑， 上

书 “温泉名城、 萤石之乡”。

武义的温泉发现于

1991

年。 当时，

武义县大量开采的萤石矿普遍深及地下

200

米， 滚烫的热水源源不断地从石壁

中渗出， 因此， 武义的温泉应该说是萤

石开采的副产品。 而如今， 温泉已名列

萤石之前成为武义的金字招牌， 可见当

地政府对萤石产业的看法。

如今， 因为地方政府对萤石产业并

不支持， 浙江的萤石主产区已经从金华

南移到丽水和浙江西部的衢州地区， 武

义仅剩下

2

家仍在合法开采的萤石矿。

虽然 “萤石之乡” 在此轮萤石产业

高景气周期中并未能焕发新的青春， 但

资本市场早已开始为萤石而躁动。 哪怕

沾上点萤石渣的上市公司都时常出现在

涨幅榜前列， 而部分上市公司收购萤石

矿的承诺更让投资者癫狂。

冷静下来思考， 萤石产业确实需要

资本市场的帮助， 但这种帮助不是提供

低廉的资金、 不是创造财富神话， 而是

让小、 散、 乱的萤石产业迅速走向规范

化。 资本市场已经赋予了萤石产业广泛

的关注度， 要摆脱以往不良的形象， 萤

石产业需要抓住这个机会。

幸运的是， 萤石产业的从业者们也

已意识到这个机会。 手握大量萤石资源

的金石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此前曾与一家

上市公司传出并购绯闻， 虽然金石资源

副总裁赵进华全面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但记者注意到赵进华的书桌上恰恰摆着

一本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书籍。

除了隐晦的线索， 萤石行业中还有

更多企业家明确说出了对资本市场的向

往。 武义地区一位矿主告诉记者， 他正

在积极联系行业内主要的萤石企业， 希

望以一种联合体的形式实现上市， 已得

到一部分企业的响应。

单个公司规模太小是阻碍萤石企

业上市的重要瓶颈， 这位矿主曾参股

一家下游氢氟酸企业， 而这家氢氟酸企

业试图

IPO

的努力就因为规模过小而

遭遇了失败， 也正是这家氢氟酸企业的

前车之鉴使得他决定尝试联合体的上市

模式。

不论形式如何， 萤石行业内的企业

或多或少已经开始尝试利用资本市场壮

大自身， 这对于企业本身是件好事， 对

萤石行业也是好事， 对于苦苦期盼真正

萤石概念的投资者更是好事。

(

建业

)

� � � �编者按： 氟化工上市公司无疑是过去几个月

A

股最耀眼的群体之一， 业绩的爆发式增长、 萤石的整合预期、 股价的不断

攀升都为投资者津津乐道。

在上游， 由于储采比下降、 主要萤石消费国家和地区萤石资源枯竭、 我国对萤石出口加强管制等原因， 萤石价格逐步攀

升； 在下游， 近年氟化工行业的丰厚盈利吸引了大量投资蜂拥而至。 未来， 萤石价格的上涨是否还将延续？ 氟化工企业的盈利

是否长期可持续？ 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整合又有着怎样的进展与期盼？ 记者近日在浙江、 上海走访多家萤石采矿企业和氟化工生

产企业， 零距离观察氟化工产业上下游， 希望能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李小平 李欣

5

月上旬， 浙江省南部某地， 一

辆黑色奥迪

A6

缓缓停在记者面

前。 来自北方的张明 （化名） 身

材魁梧， 近视眼镜上夹着一副墨镜

片， 向上翻着， 颇有几分时尚范儿。

张明的身份是当地一家民营氟

化工企业的副总， 主抓投资方面的

工作。 一坐上车， 张明便开始兴奋

地谈起他近来收购萤石矿的种种体

验， 这是他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主要

工作。 他指着里程表说： “这是去

年

10

月份提的车， 这段时间都是开

着它到处去看矿。” 记者顺着他的手

指看过去， 里程表上的数字是

8

万

公里。

价格一年半涨逾

3

倍

萤石是一种矿石， 其主要成分

是氟化钙， 而氟化钙是下游冶金、

氟化工等行业的基本原料。 但这种

矿石资源不仅不可再生而且非常有

限， 国务院办公厅

2010

年的一号文

件宣布对萤石矿的开采和生产进行

控制。

于是， 萤石的初级加工品萤石

精粉的报价呈现直线上涨趋势， 从

2010

年

900

元

/

吨上涨到目前接近

3000

元

/

吨。 这还只是实体经济， 资

本市场的放大作用更是把萤石概念

推上了风口浪尖。

A

股中氟化工类

上市公司如巨化股份 （

600160

）、 三

爱富 （

600636

） 等均受到市场追捧，

尽管上市公司本身都不拥有萤石矿

资源， 而仅仅是以萤石及其初级产

品作为原材料， 但市场对他们存有

整合萤石矿资源的预期。

局外人看来， 萤石矿及其初级

产品萤石精粉的价格已经经历了巨

大的涨幅， 未来的价格走势似乎面

临很大不确定性， 但从记者此次调

查情况看， 这个行业里的所有人似

乎都觉得， 目前的价格还是太低。

金华东方萤石公司董事长吴法

灯

1969

年投身萤石行业， 现已处

于半退休状态的他在同行口中是

个传奇式的人物， 在行业内有着很

强的影响力。 “现在精粉的价格大

概

3000

元

/

吨， 折合

1.5

元

/

斤， 比

白菜还便宜， 这能算贵吗？” 他反问

记者。

1950

年， 东方萤石作为新中国

第一家萤石矿恢复生产， 在此后近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东方萤石一直

是行业内国有企业的一面旗帜。 直

至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 东方

萤石终于因为萤石价格过低、 萤石

资源枯竭和当地私营企业的竞争而

改制， 吴法灯成为它的新主人。

吴法灯告诉记者： “以前， 萤

石市场很混乱， 很多人都在私开乱

采萤石矿， 市场一直供大于求， 价

格一直很低。

80

年代出口的行情是

精粉

58

美元

/

吨， 一年全国可以出口

130

万吨。 而且当时出口的精粉要求

很高， 必须是最高等级。 现在不同

了， 价格

580

美元

/

吨都不止， 还不

是顶级的粉， 就是三、 四级粉外国

人都要。”

为保护萤石资源， 我国从

1999

年开始对萤石实行出口配额许可制

度， 并一直延续至今。

2003

年萤石

出口的退税率为

13%

， 到了

2008

年

变成反而要征出口关税

15%

。 仅税

收政策的变化， 就使得萤石出口成

本提高了近

30%

。

而在国内市场， 紧缩供给的法

令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2010

年

2

月，

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下发后， 国土

资源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

委公布了 《萤石行业准入标准》， 对

萤石开采和生产建立起了较高的准

入门槛； 同年

5

月， 国土部和工信

部分别下达了

2010

年萤石开采和生

产的控制指标， 开采总量

1100

万

吨；

2011

年， 萤石开采和生产的控

制指标进一步紧缩至

1050

万吨。

“不不不， 你听我说， 这个价

格不包含运费， 每吨

2850

元， 不可

能再便宜了。” 一进屋子， 浙江武义

神龙浮选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爱马就

在不停地和电话另一头的买家解释

精粉价格已不再是可以谈判的筹码，

“我们可以和客户签订长单， 但只保

证供应量， 价格不固定， 现在的行

情是每个月上调

200

元

/

吨。”

供给的减少必然带来价格的上

升， 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长也在给萤

石精粉价格火上浇油。 周爱马告诉

记者： “萤石价格启动并不完全是

受到政策的影响， 早在

2007

年， 萤

石的价格就已经有抬头的趋势， 因

为当时下游的氟化工发展起来了，

如果没有氟化工， 光靠以前的金属

冶炼这一个用途， 开萤石矿永远不

可能有现在的价格， 只能说是赚辛

苦钱。”

而张明对氟化工给上游萤石产

业带来的繁荣更是感同身受： “我

认为萤石矿价格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萤石不是贵金属， 它下游有巨大的

工业需求， 而且氟化工在中国仅仅

是刚刚起步， 我能看得到的需求就

十分旺盛， 只要氟化工继续发展，

萤石精粉的价格至少会保持坚挺。”

安全之忧致开采受限

“世界萤石在中国， 中国萤石

在浙江， 浙江萤石在金华， 金华萤

石在武义。” 长久以来这是一段流传

于萤石业内的共识。

1917

年， 中国第一家萤石矿山

在武义开采； 日本占领时期， 约有

2000

名东北劳工为日本在武义掠夺

式地开采萤石矿； 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 武义当地有超过

100

座萤石矿

山； 目前全国萤石开采规模和在建

规模的

40%

来自浙江。 但现在， 以

武义地区为代表的浙江萤石产业正

在忍受自身发展不规范带来的痛苦。

由于地方政府对萤石矿的安全性、

环保条件存在担忧， 当地萤石矿的

开采受到诸多限制。

截至

2011

年

5

月上旬， 金华全

市有萤石矿

297

处， 其中大型矿

3

处， 中型矿

7

处， 资源储藏量约

919

万吨， 但绝大多数矿场处于停产或

半停产状态。 即便在萤石价格高企

的

2010

年， 金华市全市只有

12

家

矿山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萤石产量

仅为

16.93

万吨， 甚至没有达到生产

配额的

22

万吨。

金华市国土局矿管处处长黄志

群告诉记者， 地方政府的政策是采

矿证到期一家关停一家， 因为一旦

出现安全或环保问题， 相关部门需

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但是一个公益

性探矿行为衍生出来的采矿权卖出

去， 财政也就收入几百万元， 对政

府来说， 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

地方政府关停当地萤石矿的力

度令人印象深刻， 金华下属的一个

县区政府就曾采取中断炸药供应的

非常手段， 强制当地

3

座采矿权证

尚未到期的萤石矿停产。

金华地方政府对萤石矿山的态

度紧缩了当地的萤石供给， 直接致

使下游氟化工企业需从外地引进萤

石精粉。

2010

年， 金华全市选矿企

业消耗萤石精粉

100

多万吨， 其中

仅最主要的

4

大氟化工企业就需要

消耗矿石精粉

40

万吨， 以此计算，

当地尚未关停的萤石矿产能已不能

满足本地主要企业的需要。

黄志群对记者说： “我们是从

2010

年

6

月

23

日， 开始采取萤石开

采的总量控制的， 省里批准新的萤

石采矿权需要至少

6

个要件， 否则

根本不会受理。 但是我们自己也有

个疑惑， 就是感觉国内氟化工等下

游产业对萤石的需求还是应该保障

的。 环境要保护， 资源也要保护，

那么下游产业是不是同样要保护？”

事实上， 金华及其下属的武义

地区对萤石矿开采严格限制的理由

十分充分。 据粗略统计， 上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时间内， 仅武义地区因

开采萤石矿而发生的安全事故造成

的死亡人数就超过

200

人， 对于地

方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个极大的压力。

身为武义当地第一家民营萤石

企业的掌门人， 周爱马对安全极为

敏感。 “金华和武义政府对开萤石

矿不是很支持， 因为安全因素吧，

以前小矿很多， 投入不到位。 规范

的企业稍微好一点， 我现在每年都

拿出营业收入的

20%

以上投入到安

全、 环保和复垦方面。” 周爱马说。

目前， 全国范围内有

1000

多家

萤石矿企业， 年产

3000

吨到

5000

吨矿石的小矿山占大多数， 据当地

萤石矿主介绍， 一个规范运转且能

带来利润的萤石矿， 需要一定规模，

数千吨的小矿山不可能满足规范生产

的要求。 因此， 现实中的萤石开采及

浮选行业只能用小、 散、 乱来形容。

吴法灯说： “萤石矿不像煤矿，

它每个矿脉的储量有限， 而且政府早

前规定的开采年限是

3

年， 时限太

短， 开矿的企业不知道

3

年后是否仍

由自己开采， 因此导致很多矿山都拼

命开采品位高的矿， 企业都是算经济

账的， 也肯定不愿意进行安全、 环保

投入， 这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安

全隐患。”

更有甚者， 部分不法经营者为了

盈利， 采取只上报少量产能， 而实际

上严重超采的方式， 来逃避资源税赋

和强制性的安全、 环保投入。 这样做

不仅严重干扰了国家对萤石产品产量

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更将原本应该与

开采数量挂钩的部分非生产性成本消

灭于无形。

相比于政府的一关了之， 随着萤

石价格的走高， 萤石企业自身盈利能

力逐步提升， 部分有责任感的公司开

始逐步加大安全和环保方面的投入。

行业中的部分企业正在努力走出低价、

低质竞争的泥潭， 但诚如浙江当地的

一位萤石矿主所说： “萤石价格在目

前的高位保持稳定是维持这种努力的

必要条件。”

下游企业进军不易

价格在继续上涨、 行业在逐步规

范， 那么下游的氟化工企业， 特别是

上市公司是否正在迎来进入萤石产业

的机遇期？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恐

怕比想象中要困难。

金石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全国

近

20

年来查明的第一大、 第二大萤石

矿， 是中国萤石资源储量最大的萤石

矿企业。 但相比于它巨大的资源储量，

金石资源在杭州的办公场所显得极为低

调和简陋。

金石资源副总裁赵进华告诉记者：

“尽管萤石资源与氟化工是一个环环相

扣的产业链， 但下游的氟化工企业不易

朝上游进军。 氟化工企业对萤石产业了

解甚少， 隔行如隔山， 会经常在选矿、

提纯等生产工艺中遭遇技术难题， 但对

于我们长期专业从事萤石开采的企业而

言，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赵进华或许并不是在夸口。 由于长

时间破坏性开采， 浙江地区很多萤石矿

区储藏量已接近枯竭， 由于缺乏较高品

位的矿石， 原先

1.3

吨到

1.4

吨原矿就

可以浮选出

1

吨精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 目前浙江许多浮选厂需要

4

吨多

原矿才能浮选出

1

吨精粉。 而原矿品位

越低， 对浮选技术的要求就越高。

除了原矿品位较低， 在工艺方面，

浮选后的萤石尾矿一般仍含有

13%

至

15%

的氟化钙成分， 目前一些技术较

为先进的浮选企业能够对尾矿进行再

处理， 可将剩余氟化钙中的

50%

重新

提取。 在萤石价格高企、 萤石原矿品

位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具有强大的技

术实力和经验确实是萤石企业的一大

优势。

撇开技术问题， 单从经济角度来

说， 通过新建方式进入萤石产业似乎也

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周爱马告诉记

者： “现在一个年产万吨以上的矿山，

重置成本包括各种行政审批至少是数千

万元， 就算矿石的品位非常好， 能卖到

1000

元

/

吨， 那也要

2

、

3

年才能回本。

而据我所知， 下游的氢氟酸工厂， 相同

的投资额，

1

年左右就能回本。” 据了

解， 因为要经过有关部门的环保审批，

并不是每一个拥有采矿权的企业， 都能

建设萤石精粉浮选厂。

氢氟酸与萤石只相差一个环节， 两

者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也还只是数倍而

已， 从氢氟酸往下到氟化工行业， 越后

端的产品产值越高， 有时原料和产品之

间的价差达到数十倍。

三爱富董秘李莉给记者打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 “我们的产品价格基本上是

以万为单位的， 而且大多数是

10

万以

上， 萤石的价格是以千为单位的， 如果

萤石涨

10%

， 我也涨

10%

， 不仅能覆

盖萤石的上涨， 还能有更多的利润空

间。 所以， 拥有萤石资源对上市公司的

产业链是一种保证， 但目前萤石的价格

上涨还不至于影响到企业的业绩。”

浙江当地一家氟化工上市公司不愿

具名的高管也对此表示赞同： “在氟化

产业链中， 萤石矿所占的成本比较小，

不会对公司构成成本压力， 相反， 氟化

工企业倒是可以享受萤石目前小散乱产

业现状的红利。 上市公司对购买萤石企

业不是很有兴趣， 因为收购萤石矿企潜

在风险太大。”

不过， 虽然上市公司对萤石矿并不

感冒， 但民间的矿山收购交易仍然相当

活跃。 在萤石的传统产区武义， 很多当

地矿山老板都已经开始到全国各地去买

矿， 其中福建、 内蒙和江西是他们扎堆

的热门投资目的地。

刚刚收购了

2

个萤石矿的张明撇

撇嘴： “现在福建探明的可采储量比

较多， 很多人都去了那边， 不过我们

考察矿山的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附带

的浮选厂， 因为现在矿石的品位都很

低， 长距离运输矿石划不来； 二是每

年的开采配额必须要足够， 一两万吨

我感觉都太小。 而上市公司嘛， 大多

矿的运作很不规范， 上市公司想要让

买进来的矿规范运作， 可能还不如直

接到市场上去买精粉来得方便。”

张明话音未落， 手机铃声就响了

起来， 张明熟练地掏出笔记本， 草草

记下了

4

个萤石矿的基本资料， 抬起

头对着记者笑了笑： “看来我又要去

趟内蒙古了。”

（证券时报记者张霞、 吕靖对本

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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