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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整合格局终于明朗。

1月 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
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组建大型稀

土企业集团专题会议。该会议称，按

市场优胜劣汰规律，目前已基本形成

了以包钢集团、中国五矿、中铝公司、

广东稀土、赣州稀土和厦门钨业等 6
家企业为主导的行业发展格局。下一

步，要顺势而为，重点支持这 6 家企
业分别牵头进一步推进兼并重组，组

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工信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

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为主

体，多元投资，市场化运作，推动兼并

重组由“让我重组”向“我要重组”转

变。

无奈的“1+5”
地方政府加快资源整合

包头市稀土主管部门的一位领

导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将和内蒙

古自治区相关领导进行一次会议，商

讨包头稀土的未来整合问题。在他看

来，这次明确 6家整合主体企业后，
未来的稀土整合基本将由市场说了

算，靠大集团的力量来推动重组，这

一点与工信部的想法一致。

一位行业内资深专家告诉记者：

“我不太赞同工信部搞的这套办法，

市场才是决定性力量，虽然工信部也

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但这种搞法在一

开始就不是市场化办法。中国有色等

企业会甘心让这 5家重组？”
2011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

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

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南方离子型稀

土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集团产业

集中度达到 80%以上，即“1+3”格局。
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

圩表示，为了珍惜中国宝贵的稀土资

源以及可持续利用，全国稀土企业将

整合组建为 2 至 3 家大型企业，“整
合方案并不一定按省来划分”。但这

句话却起了反作用。

地方政府纷纷加快了稀土资源

整合步伐，包钢稀土“独霸”北方。就

南方来说，五矿在湖南有稀土矿；中

铝在广西整合稀土资源；广晟有色是

广东省稀土整合主体，且进入了云

南；赣州稀土集团是江西稀土整合平

台；福建形成以厦门钨业为核心的稀

土集团。

去年曾传出消息称，稀土整合确

定为 5家企业，其中并无厦门钨业。
但由于福建当地的稀土整合一直以

厦门钨业为主体，这也导致了这次工

信部制造的“1+5”格局。

包钢稀土整合：
12变 9，剩余 3家在路上

北方稀土整合的龙头包钢稀土

正走在统一北方的路上。包钢稀土总

经理张忠称，北方稀土集团组建将分

三步走，第一步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内

的区域整合，第二步完成对四川、甘

肃、山东等区域的轻稀土整合，第三

步则整合国内外的重稀土资源。

但这第一步却让不少人吃惊。原

定的 12 家被重组企业却变成了 9
家。

对此，包钢稀土董秘张日辉对记

者表示，这些企业基本涵盖了内蒙古

稀土的上游企业。剩余这 3家未被重
组，原因在于条件不成熟。各方面的

原因很多，包括不愿意被重组在内等

多个自身原因。

2014 年 1 月 3 日，包钢稀土发
布公告称，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
控股股东包钢集团与内蒙古自治区 9
家民营稀土企业分别签署了《整合重

组协议》。

此前，2012年 12月 27日，包钢
稀土与 12家参与整合重组企业签订
了《内蒙古稀土上游企业整合重组框

架协议》，迈出了内蒙古稀土上游企

业整合重组关键一步。

最终未被重组的 3 家企业分别
为包头市玺骏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包

头市三隆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包

头市圣友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张日辉表示，如果条件不具备，

这 3家很可能会被放弃。
但政府显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

情况。上述包头稀土主管部门领导告

诉记者：“那 3 家企业的董事会股权
关系没取得一致。目前正在加紧做这

方面的工作，这 3家还得继续做。”

2家央企 pk3家地方企业

1月 8日工信部召开完组建大型
稀土企业集团专题会议后，两大央企

动作并不迅速。

行动稍快的是中铝。中铝广西有

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潮告

诉记者：“整合的消息刚刚听说。今天

刚刚传达精神。但具体如何操作，还

没研究。”

而五矿稀土（赣州）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兴龙则表示，目前还不知道

此事。

目前，经过数年来整合步伐的加

快，南方稀土行业基本形成地方企业

与央企并存的格局。包钢稀土、广晟

有色、赣州稀土、厦门钨业等地方企

业由于掌握资源为纽带进行集团化

整合，而五矿和中铝则通过兼并重组

下游冶炼分离和深加工行业，逐步向

上游渗透，利用“渗透路线”获得上游

的话语权。

比如，2011年 7月中铝广西稀土
开发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中铝对广西

进行布局。目前广西已经探明的稀土

资源储量达 110万吨，并且成为全国
为数很少没有规模开采的地方。中铝

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最终由

中铝控股，根据其目标规模，公司力

争 3年内投资达到 20亿元，实现销售
额 35亿元。
而五矿集团旗下拥有 8.37 亿元

注册资本的五矿稀土成立于 2008年
10月，目前掌握了 14000吨每年的稀
土冶炼分离产能。

面对未来整合是否会出现竞争

的问题，杨兴龙告诉记者，目前央企

和地方企业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合

作。

毫无疑问，未来南方的稀土整合

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有媒体报道称，

现在各方都在争夺四川的稀土资源，

但是四川境内有上市公司盛和资源，

还有乐山有研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外来企业要进行整合难度可想而知。

工信部也强调：地方政府要建立

协调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统一规划本地区兼并重

组工作；协调企业关闭、转产，人员安

置，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支持

中央企业和其他集团开展跨地区兼

并重组工作。

1 月 9 日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3 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为
17533辆和 17642辆，不足汽车总销
量的千分之二。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

席分析师贾新光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虽然政策一再支持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但是就我国新能源汽车

的现状来看，达到《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中到 2015 年实现
产销 50万辆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十城千辆”尴尬收场

新版小客车摇号系统于 2014年
1月 1日零时正式实施，政策利好再
次发力新能源汽车。政策规定 2014
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额度为 15 万
个，其中普通指标 13万个、纯电动车
指标 2万个，在 2万个纯电动车指标
中，个人和单位各占年度指标配额的

50%。
然而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仅逾万
辆，分别为 12552辆和 12791辆，2013
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为 17533 辆和
17642辆。该销量与 2015年累计实现
50万辆的产销目标相比，相差很远，
意味着后两年要完成剩余的近 47万
的产销指标。虽然从国家层面到各地

方层面，适时出台了一些新能源汽车

优惠及鼓励政策，但依旧难掩政策

热、市场冷的尴尬处境。

实际上，早在 2009年，科技部、财
政部、工信部、发改委共同启动“十城

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

用工程”（以下简称“十城千辆”）主要

内容是：通过提供财政补贴，计划用 3
年左右的时间，每年发展 10个城市，
每个城市推出 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
展示范运行，到 2012年全国新能源
汽车运营规模预计占到汽车市场份

额的 10%。
据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到 2012

年年底，全国有 27800多辆新能源汽
车，其中 80%是公交车。而根据汽车
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12年全国汽车
销量已突破 1900万辆。新能源车的

运营规模甚至不足汽车市场份额的

1%，“十城千辆”并没有达到最初的预
期，尴尬收场。

业内人士形容我国新能源汽车的

现状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一名自主品牌的总经理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透露：“目前，我国许多车企都

在国家备案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项

目，也已经通过审核，但迟迟没有进展

的原因是市场需求远没有预期的理

想，补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传统思路有待转型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合资

车企依然占主导地位。贾新光表示制

约我国新能源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用

传统汽车打造新能源汽车的错误思

想，新能源汽车从发展思路和内部的

电池组、动力总成及其零部件都是区

别于传统汽车，我国车企研发力度与

国外存在差距。

近日，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

科(Fisker)向我国企业抛出橄榄枝，我
国最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万向集团

和“小超人”李泽楷控股的混合动力

技术控股公司都加入了竞争行列。贾

新光指出：“万向集团和李泽楷的混

动公司都涉及高科技研发，特别是万

向掌握了 A123高科技动力电池，如
果收购菲斯科成功，将会极大地推动

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据一位从事新能源汽车研发的技

术人员透露：“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研

发能力有限，依然沿用传统汽车设计、

研发的老路子，现阶段更多是仿照国

外等先进技术，特别是一些电池组、混

动、启停等高科技核心技术。”

继苹果公司准备进军汽车领域

之后，谷歌等涉及高科技的企业把目

光纷纷投向了新能源，丰田新能源研

发中心也落户常熟，我国车企的传统

思路有待转型。

中国汽车协会秘书长董扬也指

出，发展新能源汽车并不应该把混合

动力汽车排除在外，混合动力汽车是

传统汽车到电动车的观念是错误的。

贾新光指出：“现阶段，结合我国市场

需求，车企应该批量生产双模式混合

动力汽车，降低成本才是关键。”

1月 8日，央视《新闻 30分》曝光了“网络黄牛”利用抢票软
件疯狂刷票、加价倒卖牟取暴利的“春运乱象”。据报道称，“网络

黄牛”以某种抢票软件利用 12306网站的漏洞、短短 10分钟买
到了 1245张车票。自 4日的“崩溃”事件之后，12306网站再次
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另一方面，是火车票代购电商颇为无奈的“干着急”———在

携程网火车票业务板块首页，赫然挂着这样的“提醒”：由于春运

期间订单量激增、出票时间无法保证，最迟次日 22点前回复是
否代购成功。几经尝试，电商涉水铁路票务分销始终止步不前，

12306网站节假日购票高峰期的压力无从缓解，而以携程、艺龙、
去哪儿为代表的在线旅游企业则一直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

无从发力的“春运时刻”

2013年 7月，京东的火车票代购业务“第二次”下线；10
月，淘宝旅行的火车票代购业务仅上线 36小时就宣布停止；11
月，艺龙旅行网宣布在移动客户端上线火车票代购业务。电商

这种“前赴后继”式的尝试，看起来不会停止。

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铁总”）的口径始终未曾放松：

“12306网站为铁路售票唯一官网，其他代售火车票的网站均未
取得授权或资质。”12306官网的分销端口，也从未对外界开放。
“目前电商做火车票预订是两种方式，一是人工代购，二是

与线下大量的火车票代售点合作。”携程相关人士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我们找到客户需求，而代售点有出票资质。”

这样的合作是需要规避风险的，一般电商企业都会在“合

作伙伴”处提供该服务：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协会秘书长杨晓

明介绍，携程收购铁友旅行网，艺龙与赶火车网进行合作都是类

似的初衷。

但目前看来，两种方式都已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人工代

购是成本过高，而后者则是由于 2013年 4月，彼时的铁道部要
求“代售点出票机不支持进行手工输入身份证号出票”，收紧了

网络代售的票源。

“目前做火车票代售的电商企业，会以类似‘抢票软件’的

技术手段在为客户拿票。”中国旅游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杨彦锋

表示，“他们的购票方式其实和普通人一样，只是因为技术优势

会更有效率一些。”

票源不紧张时这样做也许可以，然而“春运时刻“让电商们

的尴尬显露无遗。一位不愿具名的在线旅游企业人士告诉记

者，目前火车票代购的客户体验比较糟糕，比如购票的实时性就

无法保障。不少企业也只能选择直面现实。

“春运期间普通 TKZ车票的出票成功率不高，铁友无线春
运期间只能成为用户购票的补充渠道。”铁友网运营负责人王

玉琛表示，铁友在这个“非常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提供火车票

时刻查询、预售期查询等服务。

无论如何，携程、艺龙、去哪儿等企业依然是在铁总的“规

则”内在玩这个游戏———如果可以像“网络黄牛”一般疯狂刷票，

也不会在春运时期高挂“免战牌”。“毕竟铁总还是强势一方，如

果它真的把来自某个企业的大量订票 ID都封掉，这生意就彻
底做不成了。”杨彦锋说道。

“迷离”的商业模式

“目前对于在线旅游企业来说，可以称得上战略性的产品

并不多。”杨彦锋告诉记者，“它有两个标准，一是单体体量够大，

二是对企业未来有重大影响。火车票绝对算一个。”

相关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已经达到
18.93亿人———旅游搜索网站酷讯 CEO张海军曾表示，每天铁
路部门销售出的火车票约 400万至 500万张，按照每张票能带
来 5元收益计算，再乘以目前机票在线预订的平均比例 30%至
40%，一年就是 30亿元的市场。

很明显，这是一个在线旅游企业无法拒绝的巨大诱惑：就

算不知道明天铁路票务分销会不会放开，但今天谁都不敢放松。

目前的“尴尬处境”背后，是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布局。

“目前在线旅游企业在火车票代购上的商业模式，基本是

三种。”杨彦锋说道，“一是通过快递送票，拿一些配送费；二是通

过搭售保险，挣保险公司的返点；三是通过火车票业务引导流

量，引发关联消费。”

据一位在线旅游企业人士透露，一张火车票搭售 20元的
保险，可以赚到 10元左右的利润———这很快让大多数企业从

挣配送费转向了保险的怀抱，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2013年 7
月 30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明确表示，网上代购代办火车票强制
搭售交通意外险属违法行为。

杨彦锋称之为“推荐保险”模式。“总体而言，火车票代购的

成熟商业模式还没建立起来。一切都还在艰难摸索。”值得注意

的是，似乎利润并非目前在线旅游企业的首要问题，一位携程相

关人士就戏称铁友网“非 VIP”的火车票代购业务为“学雷锋”。
完全以“流量为王”为思路的企业也已经出现。“艺龙无线

端的火车票代购，不强制绑定保险费用，也不收手续费。”艺龙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而且她特别强调这是一项长线的业务，并非春

运期间的短期行为。“大家对自己移动端都非常重视，如果朝令

夕改损失会很大的。虽然这样做成本很高，但我相信艺龙是经

过了认真考虑。”杨彦锋如此评价。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许多的传统业务拓展了新的入

口，这是趋势，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杨晓明告诉记者，“但因为

12306的垄断和封闭，造成目前的这种业态。如果 12306能够开
放一些，我相信铁路和企业双方的发展都会更好。”

本报记者 彭涵

火车票代购电商
被笑指“学雷峰”

新能源汽车 50万销量规划或将落空
本报记者 谢育辰

本报记者张龙

稀土整合“1+5”格局：地方政府赢了

2013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为 17533辆和 17642辆，不足汽车总销量的千分之二。

稀土整合确定为 5家企业，并无厦门钨业。但由于福建当地的稀土
整合一直以厦门钨业为主体，最终导致“1+5”格局。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就算不知道明天
铁路票务分销会不会放开，但今天谁都不敢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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