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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投资

“石墨”的行为，

并未因为沾上近

年来备受资本市

场热炒的“石墨

稀”题材，而出现

公司股价的一路

上扬。相反，备受

投资者质疑，股

价短期冲高后一

路回落。

“

资讯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买矿是我

们的一项资源性储备举措，最终是自

己开发、怎么开发都没有确定。当然，

买矿会在今后几年给公司发展带来

哪些业绩和利润，也没有办法估算。”

日前，带着“为了 150 万元的探
矿权却要花了 3个亿购买”疑问，《中
国企业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北

大荒（000598）董秘办，一位工作人员
给出了上述解释。

一位黑龙江省石墨产业协会工

作人员则透露，“就目前的政府管理

力度来看，拿到探矿权并不代表就拥

有采矿权，从办理采矿权到项目真正

投产道路很漫长，至少也得三四年。

而且，整个黑龙江省石墨产业都没有

上石墨稀生产线的发展规划。”

北大荒赌矿

根据北大荒此前公告，在收购石

墨矿后将办理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

出售原矿、建设石墨初级加工厂生产

石墨初级产品以及对石墨初级产品

进行精深加工生产高端石墨产品等

一系列规划。

从前期建设到石墨矿竣工投产

预期要 2年时间，届时将达到年产 6
万吨石墨精矿的能力，预计年平均售

价 5100 元/吨，年产品销售收入
26153.82 万元，年均净利润 9721.29
万元，可分配红利 8749.16万元。9年
便会收回前期所有投资，而矿山开采

年限将达到 26年。
这似乎意味着，北大荒抱上了

“石墨矿”的金娃娃。但近年来中国石

墨产业的外部环境并不景气。黑龙江

石墨产业协会秘书长陈育群介绍，

“石墨虽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但因

其用量有限，产能快速增长，低水平

重复建设严重，初级选别产品产能过

剩明显。在深加工方面也存在一哄而

起，无序发展的现象。”

来自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石

墨专业委员会一份数据显示：以-195
石墨产品为例，2012 年售价为 3400
元，2013 年黑龙江鸡西售价 2650
元、萝北 3000元，均呈现不同程度的
下跌。

上述石墨协会人员透露，“国家

对于石墨矿的采矿准入门槛标准草

案正在制定中，预计很快就会发布。

这将意味今后采矿的门槛将会大幅

度提升。目前，就黑龙江的管理情况

来看，单纯采矿，而不建设配套的加

工生产线从而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就

很难拿到采矿权。”

除了采矿门槛的提升，《中国企

业报》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2年国家
工信部为引导石墨加工生产的发展

专门出台《石墨行业准入条件》。2013

年 11月底，首批 15家企业 23条生
产线通过审核后向社会公示，全部在

黑龙江省，其中萝北县拥有 20条生
产线。

当记者指出，“所谓的资源性储

备是不是就像赌一把，可能一夜赚发

了？”北大荒董秘办人员则强调，“石

墨矿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就是进行

储备。具体会不会开发，会带来多少

利润，我也不知道。”

石墨稀藏雷

北大荒投资“石墨”的行为，并未

因为沾上近年来备受资本市场热炒

的“石墨稀”题材，而出现公司股价的

一路上扬。相反，备受投资者质疑，股

价短期冲高后一路回落。

上述工作人员强调，“目前南方

几个城市投产的石墨稀生产线，生产

出来的产品根本达不到国际标准，以

国内目前的技术实力来看，从石墨矿

到石墨稀短期还很难完成。黑龙江目

前还只是在中低端石墨产品加工，在

高端产品精加工上还没有具体规

划。”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石墨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向琦则透露，“截至

2013年 10月底，通过各企业生产经
营数据、海关统计数据等资料，统计

天然鳞片石墨产量：山东地区 10万
吨；黑龙江地区 31万吨，其中萝北
17 万吨、鸡西 14 万吨；内蒙古地区
2.3万吨；山西地区 3万吨，其它地区

合计约在 2万吨左右。”
就当前的市场需求和产能分布

来看，留给北大荒在石墨矿上的发展

空间并不大。与低端市场的竞争激烈

饱和相比，陈育群介绍，“石墨行业还

属于小行业，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

的重视。由于缺少石墨精深加工尖端

技术，黑龙江石墨多以精粉形式低价

出口，而国内急需的各种高端石墨制

品却需要高价进口。”

2013年前三季度，北大荒实现
营业收入 67.89 亿元，同比下滑
36.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仅为 0.9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
滑 70.32%。

受到核心技术缺乏、技术研发力

量薄弱以及资金投入缺少等一系列

因素的限制，从石墨、高纯度石墨碳

到石墨烯的高端发展道路，虽然前景

广阔，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企业都

在探索产业化、商业化发展的路径。

这对于主营业务持续下滑的北大荒

来说，无论是石墨矿、还是石墨稀，显

然是“远水难救近火”。

有投资者也指出，“即便是石墨

矿，对于北大荒来说，当前就是一场

赌局，就想着带着碰运气的心态以低

价买入探矿权，对储量探明之后再进

行包装高价卖出。其实这里面暗藏巨

大的风险———一旦开采后会发现开

采量并没有勘察报告中那么多，甚至

有些地方可以足量开采，有些地方却

不行。很多风险，北大荒都没有告诉

投资者。”

北大荒豪赌石墨矿意在“倒手”获利？

近日，沃尔沃全新 S60L轿车在北京正式上市。新车分为
智行版、智进版、智远版、智驭版和智越版 5 款车型，售价从
26.99万—38.49万元。作为全新沃尔沃汽车第一款国产车型，
沃尔沃 S60L将有力提升沃尔沃汽车在最具增长潜力的主流
中高级豪华车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其简约有格调的北欧设计，

舒适贴心的豪华配置，人性化的智能安全科技，高效过滤

PM2.5的车内空气质量系统以及对于高档环保材质的精心选
择，也正在让消费者越发深刻地体会到沃尔沃汽车“以人为

尊”的品牌承诺。

“第三代电商精英扶持计划”出台

1 月 15 日，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电商 P2P 平台“网商
贷”、民生银行、老 A 电商学院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
“第三代电商扶持计划”启动大会暨北京小微企业城市商业合

作社电商工作委员会授牌仪式。据了解，“第三代电商扶持计

划”是为帮扶只会纯卖货，不懂零售的一代电商；偏离商业本

质，偏重刷单、烧钱获流量的二代电商，进化到懂客户体验，懂

数据分析，精通社会化媒体，实现品牌化的第三代精英电商，

最终帮扶中小卖家顺利成长。

爱普生公司力推经典票据型打印机

目前，中小型企业愈发重视票据打印机在性能、环保以及

服务等全方位的表现，纷纷希望自己可以选购到一款可以充

分满足办公需求的打印机，而爱普生公司不久前推出的 LQ-
630K恰好是一台满足广大用户需求的高性价比、经典票据型
打印机。企业中财务人员业务多、工作量大，因此对打印设备

的工作效率要求较高，一款高效的打印机可以从物力、人力、

时间等多个方面为用户节约使用成本。爱普生 LQ-630K 的打
印速度分别可以达到 150汉字/秒和 300字符 /秒，远超行业内
同级别竞品。 （庞三美）

盛大网络 Youni 2014最新版发布

1月 15日，盛大网络旗下上海由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了国内首款社交支付产品 Youni（有你）2014 版（以下简称
Youni），致力于将 Youni打造成为以信任为纽带的熟人社交
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实现社交与支付的完美融合，同时周全兼

顾用户的隐私保护与社交关系的开放连接。此次发布的

Youni新版本在社交支付的概念立意下，更加关注用户体验
与需求实现，推出了为用户倾力量制的创新功能。Youni社交
圈内设置有交换名片、黑名单和隐私贴等功能，在隐私安全性

与开放性上做到了完美结合与兼顾。 （杨翠云）

CCTV《GO巴西 GOAL》江淮发车

1月 10日，在合肥江淮汽车乘用车第三工厂，江淮汽车
携手 CCTV的《GO巴西 GOAL》栏目正式发车。而为节目组的
万里环球之旅保驾护航的，正是中国自主汽车代表的江淮瑞

风 S5。江淮汽车此举，不但让消费者感受到了江淮乘用车的
品质，也将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汽车的品牌魅力。作为 2014足
球年开场大戏，此次《谁是球王 &Go巴西 GOAL》节目，将会跨
越三大洲，途经法兰克福、慕尼黑等世界级城市，让球迷尽情

感受先进足球文化、领略各地人文情怀。

放心食品目录首次发布

1月 15日，《放心 365放心食品目录》在北京发布。这是
作为第三方的叁陆伍甄选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将严格甄选出

的数十种放心食品首次向社会公布，本次发布的商品种类遍

及百姓日常消费的多类大众食品。放心 365总裁高建明介绍，
放心 365就是服务于大众，以最严苛的放心 365标准联合国
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Intertek(天祥 )集团等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为广大群众
甄选出更多的放心食品。目前，“放心 365”已筹备在贵州、广
州、大庆三个地区开设“放心 365食品专柜”。 （张宏春）

沃尔沃全新 S60L轿车北京上市
政府“撒手”电煤双轨制终结 ？
（上接第八版）

晋北发电厂某负责人像记者大

倒苦水，发电企业从来不愿意出资

购买“高价”的合同煤，只对低价市

场煤情有独钟，更何况市场煤的质

量也有保证。

“一旦煤矿出现经营问题，政府

总会出手相助。”这位负责人说，发电

企业这时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但作

为煤炭流向的终端，价格从来就是受

制于人，一份中长期购销合同，发电

企业 10%的利润便随之东流。
目前，发电企业对电煤价格仍

显得十分谨慎。但经历 2008年电煤
严重紧缺困境后，许多发电企业同

时发出了“市场煤不可靠”的感叹。

这种不信任也延续到目前执行

的煤炭市场化进程中。该负责人分

析，政府不会轻易甩手电煤价格，企

业执行电煤市场价格，利润随之降

低，政府税收同时减少，这是地方政

府极为不愿看到的。

不过有山西省内煤炭企业人士

表示，目前大势所趋容不得煤电企

业观望，应当提前做好进入市场化

的准备。

山西多位发电企业负责人认

为，这一年煤炭救市以来，虽说企业

被动参与，但各电厂存煤达到 50 天
以上，存煤除去高价合同煤，还收获

不少市场煤，得失均衡，也算皆大欢

喜。

上诉发电企业人士预期，煤电

企业自寻出路近在眼前，煤炭价格

实行市场化有望成为山西煤炭救市

加速跨栏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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