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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特电机

江特电机锂产业放量在即 全产业链布局进入收获期

证券时报记者 翁健

被称为“亚洲锂都”的江西宜春，

具备发展动力电池相关产业得天独厚

的优势。 随着近些年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驶入快车道， 当地也不断吸引各

路资金前来布局。 作为宜春本地为数

不多的上市企业， 江特电机（

002176

）

因地制宜， 加速布局锂电新能源产业

链，率先实现锂云母提锂规模化生产，

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江特电机上市已近

11

个年头，公

司资产规模由上市初的

5.25

亿元上

升至

91.8

亿元，增长超过

16

倍。

2018

年， 公司交出一份上市以来最耀眼的

一季报， 实现营收

7.7

亿元、 净利润

1.98

亿元，双双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另

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逾

4

倍，预

盈逾

3.1

亿元。 如果和预期一致，这同

样是公司上市后最佳中期成绩单。

今年业绩大幅增长， 得益于公司

碳酸锂产销量增加，利润增长。值得期

待的是， 公司新的碳酸锂生产线即将

试投产。产能扩张后，公司业绩曲线未

来又将如何演绎？ 公司与九龙汽车的

三年“蜜月期”过后，汽车业务如何规

划？ 传统主业机电业务的新增长点在

哪里？

日前， 证券时报 “中国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采访团走进江特

电机，对话公司高管，探寻公司转型背

后的故事及三大业务板块的最新发展

动向。

向锂电产业战略转型

学机械制造出身的江特电机董事

长朱军， 创业之初或许也没想到公司

智能伺服电机产量能做到全国第一，

更料不到会跨界到锂产业乃至整车制

造领域。实际情况是，江特电机目前已

经形成三大业务板块，涵盖机电产业、

锂产业、新能源汽车制造，打造了涵盖

“锂矿

-

碳酸锂

-

正极材料

-

新能源电

机

-

新能源汽车” 较为完整的锂电新

能源产业链。

证券时报记者此次对朱军的采访

地点安排在江特电机总部一楼的展览

室里。走进展览室，最直观的区域就是

种类繁多的电机产品， 这是公司的起

家之本，也是公司转型的“排头兵”。

江特电机是在

1991

年由江西宜

春电机厂改制而来， 主营业务是电机

生产，但电机产业作为传统行业，受经

济周期的影响明显， 公司经济效益波

动较大。因此，公司业务结构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

对于传统电机业务的转型， 朱军

的态度是“肯定不能放弃”，而转型的

方向是“智能化”。因此，在加快传统电

机产品升级的同时， 公司重点发展伺

服电机和新能源汽车电机。

2015

年收

购米格电机， 是公司加码智能电机产

业的重头戏。收购完成后，米格电机利

润保持稳定增长，顺利完成业绩目标。

另外， 新能源汽车电机的产能也将逐

步释放。

除了传统主业的升级， 宜春丰富

的锂矿资源， 支撑起江特电机新的转

型方向。立足于本地的资源优势，公司

顺势进军锂产业，其中通过工艺创新，

公司具备了锂云母提锂技术优势。 同

时，公司布局了产业链终端，通过并购

九龙汽车，加码整车制造。

朱军在接受采访时直言， 前几年

的转型时期是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转

型是很艰难的， 从熟悉的行业到不熟

悉的行业，对于人才管理、资金情况、

技术层面都是一个挑战。 我是学机械

制造的， 说到电机， 我肯定能头头是

道，但说到碳酸锂、冶金化工，那我们

就是外行了，但也要学，也要去把它们

搞懂。 ”朱军说。

近些年加速向新能源汽车产业转

型的江特电机，步子还算稳健。尽管目

前公司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的布局已

较为完整， 但公司并没有涉足动力锂

电池的打算， 而该业务恰恰是一段时

间以来炒作最火热的领域。

对此， 在采访中朱军也给出了答

案。他表示，公司也曾经思考过尝试去

做电池，但是国内做电池的企业太多，

技术更新换代也太快。 该领域竞争异

常激烈， 可能今年公司的技术是领先

的，到明年就面临淘汰了。这些年我国

整体的动力电池技术突飞猛进， 在此

大潮下，难以踏准发展的节奏。

由此可见， 江特电机在公司转

型摸索新业务之时， 已考虑了行业

发展趋势以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

规划了一条对公司来说较为稳健的

转型之路。

锂矿资源禀赋优异

所谓“隔行如隔山”，江特电机加

速布局锂产业，不是简单迎合风口，而

是具备“天时地利”。 雄踞“亚洲锂都”

宜春， 让江特电机在掌握锂矿资源方

面具备条件， 这使得公司发展新能源

车全产业链具有成本优势。

宜春市政府网站显示， 宜春拥有

亚洲储量最大的锂瓷石矿， 可利用氧

化锂储量

250

万吨，占全国的

1/2

、世

界的

1/4

。 而江特电机作为宜春为数

不多的上市公司， 相较其他企业具有

天然地理优势。目前，公司已在宜春地

区拥有

5

处采矿权、

8

处探矿权，资源

储量大，资源价值高。

“目前， 对于宜春丰富的锂矿资

源，政府出于环保等原因，已有更加科

学合理的开采规划， 已将大部分锂矿

资源收归政府， 唯独向江特电机开绿

灯，因为作为上市公司，江特电机在技

术、环保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所以目

前公司在本地可以自己拥有矿资源。”

朱军说。

除此之外， 江特电机还在海外布

局了世界一流的锂辉石矿。 公司是澳

大利亚上市公司

Tawana

单一第一大

股东，

Tawana

拥有西澳大利亚巴尔德

山

(Bald Hill)

项目

50%

的权益，该项目

矿区面积近

800

平方公里， 已勘探高

品位锂资源量近

2000

万吨，资源储量

丰富。 西澳大利亚巴尔德山项目锂辉

石品位高，开采及加工条件好，该项目

的顺利投产为公司提供另一原料来源

保障。

锂资源是锂产品加工企业的生命

线。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放量，

未来对锂资源的需求将节节攀高。 作

为重要的上游资源， 锂矿已成为产业

链上各个巨头眼里的“香饽饽”。 而江

特电机资源禀赋优异， 在发展锂电新

能源产业上将具备一定的话语权。

锂云母提锂产业化

江特电机一直是机构热衷调研

的公司，外界对公司的聚焦点更多集

中在锂云母提锂技术的创新及落地

成效上。

据了解，江特电机的锂瓷石矿采

选及锂云母提锂项目已获得多项国

家专利，同时公司参与制定锂云母制

备碳酸锂相关标准。 江特电机锂云母

提锂技改成功，沉淀了公司不少工艺

技术。

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江特

电机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银锂公司”）。 银锂公司

年产

5000

吨碳酸锂新技术改造生产

线于

2017

年

9

月完成点火并成功投

产，这是世界首条锂云母提锂规模化

生产线。 据公司管理人员介绍，目前

这条生产线已经能够达产运行，产量

稳定。

正是因为第一条碳酸锂产线投产

顺利，包括锂的提取率、成本控制、连

续化生产程度、 碳酸锂的品质等方面

都超出预期， 让公司决定立即上马投

建产能更大的生产线。 在建的锂云母

制备

1

万吨碳酸锂生产线于

2017

年

8

月开工，据朱军透露，目前计划在今

年

7

月份进行点火试生产。除此之外，

公司在建的还有一条

1.5

万吨锂辉石

提锂生产线，也是去年

8

月份开建，公

司预计在今年

7

月底或

8

月初就会试

生产。

江特电机碳酸锂规模的持续扩

大，也让企业对未来的业绩充满信心。

公司在

2017

年报中表示， 力争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

亿元、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

6.8

亿元。 朱军说，

6.8

亿元之

中，碳酸锂业务应该占到一半。

汽车研发持续投入

在抵达宜春的当天， 记者向当地

司机了解到， 宜春本地的公交车已经大

部分换成江特电机生产的客车。 在后续

的采访中，朱军又透露，公司的客车已卖

到国内很多省份，还外销至韩国、东南亚

等地。

汽车板块已经成为江特电机主要利

润“奶牛”。从

2017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构

成来看 ， 工业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31.03%

、采选化工占比为

9.99%

、汽车生

产制造占比为

54.92%

、其他业务占比为

4.06%

。由此可见，

2017

年贡献占比最大

的为汽车业务，其中九龙汽车贡献最大。

从最开始发展自己的低速电动车，

到并购本地的宜春客车厂， 再到收购江

苏的九龙汽车， 江特电机在整车制造跑

出发展“加速度”，目前已形成三大平台，

产品涵盖电动商务车、新能源客车、电动

物流车和特种电动车等。其中，公司有超

过

30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国家推荐目录。

朱军表示，由于汽车市场体量较大，

因此长期来看， 整车制造业务在公司营

业收入中的占比还会是最大的。

朱军及江特电机的高管需要面对的

棘手问题是， 新能源汽车补贴不断退坡

已成既定事实；另外

2015

年并购的九龙

汽车也已结束三年业绩对赌期， 未来公

司的成长性及业绩贡献情况是否存在变

数。 这些是公司汽车业务发展绕不开的

话题。

朱军没有回避这些话题。他认为，补

贴退坡是必然趋势。不仅是江特电机，其

它汽车厂商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公

司现在开发的很多车型， 都已经提前考

虑不需要通过补贴来支持了。

江特电机一直坚持通过研发创新打

造核心竞争力。在并购九龙汽车后，江特

电机并没有满足现状， 而是继续加大研

发投入，顺应汽车智能化、轻量化等发展

趋势，着手研发多项新技术及产品。

江特电机前几年就在上海设立了电

动汽车研发中心，专门借鉴、吸收、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涉及到石墨烯电池、高能

量密度电池、 快充技术等。 另外，

2016

年， 江特电机下属企业收购丹麦艾科姆

有限公司， 该企业主要从事电动汽车的

新技术和整车开发， 尤其是电动汽车的

轻量化技术研发和应用。 该公司拥有先

进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和专有技术，以

及完整的轻量化电动汽车的设计资料和

文件。 目前，该企业的很多专家都已经被

江特电机请到上海上班。

朱军坦言，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

的背景下，九龙汽车也面临压力，因此过

去三年主要是全力以赴保证业绩承诺的

实现。 未来，九龙汽车的传统制造工艺、

丰富的行业经验及市场渠道， 将与江特

电机形成的核心研发技术融合， 释放协

同效应， 向新能源车市场推出更加具备

竞争力的车型。

环保改造再升级

近两年， 全国环保督察力度一浪胜

一浪，“回头看”让“假整改”无处躲藏。 环

保整治持续高压， 让多个行业的污染问

题得以曝光， 而问题企业在整改完成前

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受到一定限制。 环保

“风暴”倒逼转型升级，多个行业的格局

出现重塑，出现新业态。

江西在环境治理方面同样大刀阔

斧。 打开江西省人民政府的网站，可以看

到“聚焦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的专题专

栏。 从该栏目公开的信息来看，江西各地

几乎每天都有环境治理的新进展， 或是

通报督察发现的新问题， 或是公告环保

问题整改的新成效。

在此背景下， 问题企业纷纷被责令

停产整顿。 以宜春市为例，今年

6

月份，

当地多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因违反环评批

复要求、私自排放废水问题未整改到位，

被要求继续整改， 部分企业的生产也遭

到限制。

江特电机在环保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是否到位呢？ 在采访中，江特电机的高层

专门向记者介绍了公司在环保方面的布

局。 据了解，公司正在加大投入，且已取

得成效。

“你看，工厂目前是在正常生产中，

但烟囱却没飘出一点黑烟。 ”在江特电机

碳酸锂生产厂区， 公司副总裁罗清华手

指远处的烟囱说。

据江特电机介绍， 公司碳酸锂第一

期生产线在环境污染预防、 清洁能源使

用上已多措并举： 窑炉尾气安装了冷却

系统及布袋除尘， 粉尘经检测符合国家

排放标准；窑炉尾气安装了脱硫系统，尾

气经检测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中和车间

增加了布袋除尘， 石膏扬尘得到了显著

治理；燃煤锅炉改为了生物质锅炉，新增

锅炉为天然气锅炉， 锅炉均采用了清洁

能源。

在调研江特电机下属企业银锂公司

及泰昌矿业时，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已迎来执法部门一波又一波的环保

检查，检查结果都合格。 今年

6

月，宜春

市环保“回头看”检查组还对公司粉尘处

理系统进行了现场表扬。

作为宜春本土上市企业， 江特电机

已在带头持续加大环保投入。 在环保督

察日益趋严的大背景下， 合规企业在行

业转型升级的阶段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将进一步显现。

江特电机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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