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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重点围绕中国稀土产业外部环境问题及自身发展战略展开。 依据权

威文献、 法律和案例解读及对西方稀土企业股权和战略性长协合约、 关联交易情报

等的追踪分析， 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采用完全稀土矿加工进口替代， 是基于其国际

规则优势地位， 以 “成本收益分析” 原则增加本国 “社会福利” 为考量。 然而，
国际稀土新格局已超出 “经济收益” 范畴， 西方国家协同推进替代生产加工国多元

化， 是降低 “中间冶炼环节” 对中国依存度的政治考虑； 针对全球稀土整条产业

链进行布局， 全面加强其稀土 “上游” 资源战略整合和 “下游” 技术应用控制，
形成从稀土资源直接投资到下游技术限制节节围堵局面。 为此， 作者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中国稀土生产、 出口和产业链布局的战略选择。 关于中美贸易冲突中中国是否

应该使用 “稀土牌” 问题， 文章在讨论部分作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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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稀土是极具战略价值的资源。 美国能源部称稀土为 “技术金属”， 因为其独特

的磁性、 光性能和催化性， 稀土已成为科学技术界不可替代的元素。 稀土产业链由

上游端矿山开采、 中间冶炼加工生产稀土氧化物和下游端高附加值产业应用构成。
世界贸易争端中所指的稀土不是稀土矿储、 矿石或精矿， 而是经过中间冶炼环节生

产的稀土氧化物原材料 （ＲＥＯ）。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 稀土原材料出口被南非、 印

度和巴西所垄断， 但全球稀土年产量少见超过万吨。 直到 １９６５ 年， 美国芒廷山口

稀土矿生产规模扩大， 全球年产量才达到了两万吨。 中国出口稀土始于 １９８５ 年，
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出口占全球市场 ９７％以上， 中国之所以取得出口垄断地位主要是因

为其未计环境成本的价格优势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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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生产过程污染危害严重， 环境成本高昂。 生产 １ 吨稀土氧化物会产生

２０００ 吨尾矿渣、 １０００ 吨含重金属的废水和 ９６００—１２０００ 立方米硫化物和氢氟酸［２］；
提炼 １ 吨稀土氧化物金属会产生放射性固废 ２ 立方米［３］。 国际原子能官方信息显示

１ 立方米稀土放射性固废处理的基本费用就达数万美元［４］。 发达国家稀土本土加工

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 因而产生了对他国的高度依赖。
出于对产业链安全的考虑， 美国及其盟国对稀土 “全产业链” 进行了重塑，

整合 “自由市场经济体” 国家上游稀土资源， 其总储量达到 ３５％， 这已与目前中

国剩余储量相当。 为降低对中国稀土冶炼依存度， 美国及其盟国积极发展稀土加工

替代国多元化。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终裁美国、 欧盟、 日本

诉中国稀土等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施案违规， 上诉机构维持此前 ＷＴＯ 专家组关于

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 出口配额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

的承诺的裁决 （简称 ＷＴＯ 稀土案）。 ＷＴＯ 稀土案后， 中国稀土国际出口较 ２０１１ 年

实际增长 ４ 倍以上， ２０１７ 年海关出口统计达到 ５１１９９ 吨， 但行业出口总营收仅为

４ １６ 亿美元， 不及 ２０１１ 的 １４％［５］。 中国稀土国际市场严重受制。
本文研究资料来源于全球知名莱纳斯稀土公司 （Ｌｙｎａｓ） 澳大利亚环境署项目

评估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稀土厂项目裁定、 美国伴生性

辐射问题研究报告， 澳大利亚黑斯廷斯矿业情报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中国稀土协会等行

业市场资讯追踪研究等。 本文剖析了西方国家稀土生产进口替代深层 “成本收益

分析” 的依据； 西方战略资源完整产业链的设计， 以及为实现战略目标、 构建替

代生产国多元化的协同努力和成效。 由于稀土等资源的特殊战略价值， 美、 澳等国

基于 “自由市场经济体” 经济安全， 形成了某种程度的 “联盟”。 文章进一步利用

商业情报资讯， 切入企业微观层面， 对市场经营主体企业的所有权投资关系、 战略

性长协合约等关联关系， 进行经济与法律关系的梳理。 文章归纳了西方 “控制稀

土产业两端、 中间生产替代国多元化” 全产业链战略及实施情况； 最后， 针对进

一步恶化的国际市场环境， 结合中国稀土资源整合现状， 提出了中国稀土产业的战

略选择。

一、 美国等西方国家稀土生产境外转移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分析

（一） 美国稀土污染治理成本分析

美国是 ２０ 世纪全球稀土最重要的生产国家之一， 也是稀土高端科技利用最为

成功的国家。 通过相关信息整理发现， 美国稀土污染成本巨大。
美国环保部将稀土生产分离过程中产生含钍和铀放射物定义为 “技术增强的

天然放射性物质 ［６］。
美国伴生性放射污染治理可分为两种情形， 即 “就地处理” 和 “场外放射库

接受代处理”。 案例研究发现两种选择的成本都很高。
１ 伴生性放射污染 “就地处理” 成本

在美国 Ｋｅｒｒ－ＭｃＧｅｅ Ｃｈｅｍ Ｃｏｒｐ ｖ Ｃｉｔｙ ｏｆ Ｗ Ｃｈｉｃａｇｏ 案中， 早期稀土加工产

生的放射性尾矿渣被存储在现场， 当时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但 １９７８ 年克尔－麦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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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Ｋｅｒｒ－ＭｃＧｅｅ） 关闭时， 美国联邦核管理委员会 （ＮＲＣ） 要求该公司提交关闭

设施计划以妥善处理放射性尾矿渣问题。 该公司最终将尾矿渣装进容器埋进原厂区

一个处置 “单元” 中。 这个有效安全寿命为 １０００ 年的放射危化设施建造和维护费

用当时已达到 ２３００ 万美元［７］。
２ 稀土放射性污染场外代处理成本

美国最大稀土企业莫利矿业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所在地位于加州， 加州官方提供了巴

恩韦尔 （Ｂａｒｎｗｅｌｌ）、 得克萨斯州 （Ｔｅｘａｓ） 和华盛顿州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三个放射性

废料处理设施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价格表， 三个危化设施按照放射性强度分为 Ａ、 Ｂ、 Ｃ
三个等级， 基本费用 （Ｆｌａｔ）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放射性废料处理价格表 （美元 ／立方尺）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 Ａ Ｃｌａｓｓ Ｂ Ｃｌａｓｓ Ｃ

Ｂａｒｎｗｅｌｌ ３８１ ２ ９１５ ２ ９１５

Ｔｅｘａｓ ３８１ ２ ９１５ ２ ９１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１５２ ４４０ ８０８

资料来源： 加州政府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８）①。
∗注： 以上数据为 ２００８ 年美元计价， 如以 ２０１８ 年美元计价则需乘 １ １７。

表 １ 显示， 三个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只接受放射性 Ａ 级放射性废物， 稀土矿

渣属于该等级。 结合华盛顿州的价格， 稀土放射性废物单位成本费用为 １５２
美元 ／ （立方尺） ｆｔ３ （１ｍ３ ＝ ３５ ３１４７ｆｔ３）， 每立方米的低放射性废物处理的基本价

格为 １５２∗３５ ３１＝ ５， ３６７ １２ 美元 ／立方米。
许涛等人 （２０１０） 研究发现每生产 １ 吨稀土氧化物， 则产生大约 １ ４ 吨 ＷＬＰ

矿渣。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 ＷＬＰ 矿渣密度 ０ ７ 吨 ／立方米数据计算 （ ＩＡＥＡ，
２０１１） ［８］， 稀土企业生产每吨稀土氧化物增加放射性污染物体积为 ２ 立方米。 那么

稀土中间企业每生产 １ 吨稀土氧化物产生伴生性放射成本为 １０ ７３４ ２４ 美元

（５ ３６７ １２ 美元 ／ ｍ３ｘ２ｍ３）。 巴恩韦尔和得克萨斯州则是此成本的 ２ 到 ３ 倍。 换言

之， 仅以 ２００８ 年物价指数计算， 美国每生产 １ 吨稀土氧化物原材料所产生的稀土

伴生性污染成本费用， 在 １ 万至 ３ 万美元之间。
３ 稀土污染处理其他额外费用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１９９８） 刊文指出， 稀土污染处理不仅基本费用近年高企， 危化处

理中心还进一步收取其他额外费用， 参照因素含危险指标、 搬运批次费用、 容器形

状大小等还要另外加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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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Ｗａｓ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８： １６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ｋｅｔ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 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 － ２２ － ２０１５ ／ ＩＥＰＲ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ＩＥＰ － １Ｌ ／ ２００９ ／ Ｊｕｌｙ ／ ＴＮ％ ２０５２５５２％ ２００７ － ２７ － ０９％ ２０ＰＧ － Ｅｓ％
２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２０ｔｏ％ ２０ＣＥＣｓ％ ２０Ｄａｔａ％ ２０Ｒｅｑｕｅｓｔ ｐｄｆ ／ Ｈ ３ ／ ５％ ２０２００９％ ２０ＮＤＣＴＰ％ ２０Ｗｏｒｋ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Ｃｈ ＿ ３ ＿
Ｐａｒｔ２ｏｆ２＿ Ｃｏｓｔ％２０Ｓｔｕｄｙ ｐｄｆ



（二） 澳大利亚韦尔德山稀土矿环保项目案例研究

澳大利亚莱纳斯的韦尔德山稀土矿是全球最主要的稀土矿山之一 （Ｈｏａ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９］， 该案例具有典型性。 当时阿什顿 （Ａｓｈｔｏｎ） 是韦尔德山稀土矿山所

有人， 依照澳大利亚环保部的相关标准， 该项目必须实现预防地下水污染和放射性

污染逃逸问题［１０］。 然而， 工程未达到环保预期。
在地下水保护方面， 尽管莱纳斯采用了压实粘土层和高密度聚乙烯 （ＨＤＰＥ 塑

料） 衬垫双层防渗漏设计， 但是数据显示这种设计系统有效寿命大多数为 ５０ 年左

右。 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 低放射物处理需要隔离至少 ３００ 年以上 （ ＩＡＥＡ，
２００６） ［１１］。 西澳大利亚环境与联邦环境部污染评估指出， 韦尔德山稀土矿双衬系统

（ＨＤＰＥ 和粘土） 尾矿池以每天高达 １４０００ 升的速度泄漏， 这相当于尾矿池每年约

有 ５００ 万升污染液渗滤进入尾矿池底下的地下水系统①。
在伴生性放射性逃逸预防方面， 莱纳斯对尾矿 ２ ５ 米掩埋没有实现预防放射性

物质逃逸的目标， 阿贡国家实验室 （Ａｒｇｏｎ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研究发现大量含

有铀－２３８ 和钍－２３２ 的粉尘逃逸。 氡－２２２ 气体不断释放并在空气中衰变， 同是致

癌的最大风险。 此外， 稀土生产过滤产生的氢氟酸 （ＨＦ） 非常具有腐蚀性， 直接

导致当地学校师生呼吸问题最终被关闭。 稀土生产排出的四氟化硅 （ＳｉＦ４） 非常致

命， 直接被皮肤吸收致皮肤患病。 酸性气体形成的 “酸雨” 不仅毁坏作物和葡萄庄

园， 且酸化湖泊和溪流等淡水水体。 氮氧化物还导致居民痉挛、 咽喉肿胀、 甚至死

亡。 由于引发了严重健康问题， 邻近城镇居民针对稀土生产污染展开了诉讼②。 阿

什顿濒临破产， 最终出售了矿山所有权。

综上所述， 稀土生产对环境破坏性大、 污染治理难以及其他社会负外部性巨

大。 为此， 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环境和社会安全进行了严格的立法， 其普遍经济理

性依据则是 “成本收益分析” （Ｕ Ｓ ＥＰＡ ＆ ＲＴ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４） ［１２］， 稀土生产

只有在其经济与社会价值大于社会负外部性条件下， 才能决定是否在本土生产加

工。 因为巨大的环境成本， 美国企业通过 “维护与封存” 稀土矿山， 寻找进口替

代，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更廉价的稀土原材料， 通过贸易的方式增加其本国 “社会

福利”。
在 ２０１０ 年稀土配额危机开始时， 自由市场智库亚当·斯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和稀土专家蒂姆·沃尔斯特 （Ｔｉｍ Ｗｏｒｓｔａｌｌ） 在其外交政策博客发文： “如果北京想

提高稀土价格并开始使用它作为地缘政治谈判筹码， 那又如何？ 全球其他生产商只

会卷起袖子加快生产， 其垄断地位马上破裂。 实际上， 稀土供应的安全性并不是社

会媒体说的那么紧迫 （Ｌｏ， ２０１５）。［１３］”
一方面， 蒂姆·沃尔斯特表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成本收益分析” 市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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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原则， 生产收益应超过社会负外部性成本之和， 需给社会带来收益； 另一方面，
不难发现， 美国等西方国家势必利用 “其他国家” 推进生产替代国多元化战略，
迫使稀土生产国不能具有污染环境成本内化转嫁到下游产业链的贸易谈判地位， 更

不能有 “地缘政治谈判的筹码”。

二、 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关停稀土生产企业的贸易制度依据

另外， 美国等发达国家停止本土稀土加工， 还因国际贸易规则为其资源安全提

供了保障。
（一） 发达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 将污染产业成功转移

１９９８ 年， “巴塞尔公约” （Ｂａｓｅ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缔约国签署全面禁止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危险性废物贸易。 这限制了发达国家稀土放射性污染物出口。 发

达国家企业面对其本土污染治理成本不断上升， 选择对 “南” 直接投资。 由于投

资接受国缺少相关的环境立法，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对 “南” 投资将污染治

理费用节约下来， 转化为利润。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限制领域， 发达国家

则通过贸易进口其初级产品， 将其污染产业搭建到全球产业链当中， 巧妙地将稀土

产业污染留在出口国， 实现相近污染转移效果。
（二） 国际贸易规则有利于西方国家实现稀土供给安全保障

可持续发展虽然一直是世界贸易组织有关 “南北” 的重要谈判议题， 特别是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 南北议题之贸易及环境问题成为世界贸

易组织南北对话协商内容， 但期间南北两大集团并未能达成一致。 为此， 世界贸易

组织成立了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 继续研究协调相关问题。 在政治与利益分歧的

背景之下，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 遵循的工作原则令人失望。
世贸组织片面强调成员方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责任义务。 ＷＴＯ 案例研究

发现， 其现行规则严格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制定环境规制和保护本国资源环境的能

力， 如中国 “ＷＴＯ 稀土案”， 国际贸易争端委员会尽管认识到中国巨大的环境污

染事实和减少不可再生资源产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因为世贸组织认

为当事国政策存在违背国贸易公平义务， 此案也没有例外。 类似的 ＷＴＯ 贸易争

端， 迄今为止总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 （Ｃｈａｒｎｏｖｉｔｚ， ２００７） ［１４］ 。
总之， 从某种意义上讲， 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暂时关闭本国稀土冶炼加工设施，

是因为其可以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在 ＷＴＯ 贸易规则下的稀土供应的安全保障。

三、 西方稀土生产转移辅以协同安全战略特点分析

西方国家将稀土生产境外化， 实现进口替代， 除国际贸易制度保障之外， 西方

国家还加强对国际稀土产业链实行全方位协同战略布局： 控制两端、 生产国替代多

元化。 西方国家通过稀土生产替代国多元化， 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进口依存度， 维护

其下游市场主导地位； 同时， 加强对产业链 “资源上游端” 整合和 “应用下游端”
保护， 确保其长远产业战略资源安全和科技研发收益。 不仅如此， 西方 “应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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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端” 企业与 “资源上游端” 企业采用长协订单或股权关系等商业资本操作， 形

成 “市场经济体” 内部灵活的协调机制。
（一） 稀土生产替代国多元化

“中间生产替代国多元化” 是指西方国家统筹协调， 寻找稀土冶炼初加工环节

替代生产国， 降低稀土原材料冶炼加工供给单一而产生的高依存度风险， 以确保产

业链资源自由流动， 通过加剧生产国的竞争， 进一步削弱稀土生产国的市场定价能

力。 研究发现美国莫利矿业和澳大利亚莱纳斯都曾是世界垄断性稀土资源企业， 它

们都选择了将污染严重的冶炼生产环节转移出境。
１ 美国稀土矿石加工转移

美国莫利矿业稀土公司在 ２０ 世纪早期时候只是加州联合石油公司 （Ｕｎｏｃａｌ）
的一个业务部门， 莫利矿业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现过多次有害污水渗入沙漠事

件， 加州政府随后责令莫利矿业清理沙漠的有害污染。 由于高昂的环境赔偿费

用， 本已经处在挣扎边缘的莫利矿业用完了废物储层空间， 加州政府因此拒绝进

一步给该厂提供额外的空间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２）。 公司通过兼并 “新材料

科技” （Ｎｅ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一家总部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公司， 以争取发展

机会。 这家加拿大公司随后被更名为莫利矿业加拿大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Ｃａｎａｄａ）， 负责

将稀土矿运输到中国等地生产加工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２）。 该公司通过开曼

群岛的注册公司分别持有中国淄博以及江阴两家稀土加工生产公司 ９５％股权［１５］ 。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信息， 莫利矿业稀土公司产业链分为上游资源

端、 冶炼加工生产、 磁性材料和合金及稀土高纯度金属等垂直产业链。 莫利矿业稀

土公司产业链分布于多个国家， 但是只有中国山东淄博和江阴以及爱沙尼亚的公司

承担污染严重的化工和稀土原材料生产任务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ｅｓ）。 ２０１２ 年起，
中国则接受了 ９０％以上的莫利矿业加拿大子公司冶炼加工污染环节输出①。 最新资

料显示， 位于淄博的子公司仅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稀土产量就达到了 ４４６８ 吨［１６］。
２ 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高污染环节迁往马来西亚

在国际稀土相对涨价和中国采用了配额等贸易措施的背景下， ２０１２ 年， 澳大

利亚和马来西亚借机针对中国， 投资建设 “澳大利亚莱纳斯马来西亚稀土厂”， 合

资生产稀土原材料［１７］。 莱纳斯和西门子拥有该工厂 １００％的股权［１８］。
由于受澳大利亚莱纳斯在澳此前污染的影响， 马来西亚人要求合资厂生产的伴

生性放射性矿渣以及其他形态废物运回澳大利亚处置， 澳大利亚政府果断 “依法”
以不能从其他国家 “进口” 放射性污染物为由， 予以回绝， 双方展开了法律诉讼

（Ｇｒａｓｓｏ， ２０１３） ［１９］。 后经 “国际原子能机构” 参与， 最终澳大利亚答应以完善当

地放射性危化处理设施为条件， 获得临时生产许可。

８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①ＵＳＧ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 ｐｕｂｓ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ｒａｒｅ
＿ ｅａｒｔｈｓ ／ ｍｃｓ－２０１７－ ｒａｒｅｅ ｐｄｆ “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２－１５）：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ｓ： Ｃｈｉｎａ， ７２％； Ｅｓｔｏ⁃
ｎｉａ， ７％ ” （可见： 爱沙尼亚进口稀土精矿不足中国 １ ／ １０ ）



澳大利亚本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以后停止加工生产稀土原材料， 稀土矿石则通过

输送至马来西亚合资厂进行生产［２０］。 ２０１７ 年澳大利亚莱纳斯 （马来西亚） 合资厂

完成产量达到 １６００３ 吨①。 其生产的稀土原材料则用于国际市场供应。
３ 日本稀土资源安全战略布局

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进口国， 同样致力于国际稀土进口替代国多元化。 尽

管其进口策略灵活多变， 但由于以上提到的冶炼加工环节的高污染成本， 日本不进

口稀土矿石。
日本企业曾一度购买稀土矿在他国建厂冶炼。 三菱曾于 ２０ 世纪在马来西亚中

北部隐蔽丛林中建稀土冶炼厂， 其污染造成了大量肺病病例和一些新生儿患先性天

疾病。 在当地居民反对下， 三菱掩埋了工厂和废渣， 以私下补偿与捐款和解。 此案

２０ 年后才被 《纽约时报》 公布于世 （Ｂｒａｄｔｈｅｒ， ２０１１） ［２１］。
随着中国廉价稀土出口增加， 日本转向国家战略囤积。 ２０１０ 年日本进口了全

球稀土出口总量的 ８２％以上 （Ｍａｚ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２］。 报道显示， 日本现有的稀土

储备足以维持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资源安全， 业内人士曾评估日本储备的进口稀

土原材料可用 ４０－５０ 年 （晨光， ２０１０） ［２３］。 国际媒体还报道了日本积极在国际走私

稀土黑市上购买稀土， 英国广播公司调查发现日本为此节约了 ２０％以上的进口资

源成本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９） ［２４］。
近年来， 日本为一些潜在稀土资源国提供贷款或援助， 企业积极跟进在当地

投资办厂。 日本政府和国际跨国企业协同努力， 旨在降低对中国的稀土依赖。 鉴

于日本是美国重要战略性武器或精密仪器配件供应国， 美国政府为此针对日本稀

土战略资源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 （Ｍａｚ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评估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根据表 ２ 分析， 日本已拥有很强的资源安全以及外交协调能力。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日本经济产业省 （ＭＥＴＩ） 规划将对中国稀土依存度降低至 ５０％ （Ｍａｚ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从发展趋势看， 日本通过与 “美澳合作”， 获得美国莫利子公司及澳大利

亚莱纳斯工厂 （马来西亚） 较大数量的稀土供给保障。 日本通过跨国企业在南亚

等地投资， 推进其对日本稀土进口需求的补充。 此外， 日本稀土回收项目和多年的

大量战略储备， 多层化解了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另外， 日本还在华进行稀土中初加工端战略投资。 早在 ２０１２ 年就有学者指出

中外合资办厂出口稀土初级产品的问题， 当时仅在包头国家稀土高新区的外资企业

就有 １０ 多家。 这些企业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材料， 以钕铁硼为例， 一般的稀土

合资厂经过冶炼、 制粉、 成型、 烧结四个简单步骤就形成了钕铁硼合金， 这样的初

级产品便可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 并成功规避中国出口限制 （杨枝煌，
２０１２） ［２５］。 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包头国家稀土高新区相关信息显示外资企业已经增

加到 ３９ 家［２６］。 日本财团在中国设有大量企业。 稀土在出口前可经日本在华外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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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购买， 加工成其他品类出口至日本， 这显然要比给南亚长期贷款、 援助资源勘

探、 投资办厂等培育产业链更富成效。

表 ２　 日本国家与企业立体稀土资源安全战略布局

国家层面 资源国家
企业层面
合作项目

出口日本
替代产能

占日本
总需比

其他备注

日本美澳合作

中国代工冶炼工厂

莱纳斯马来西亚
冶炼工厂

美国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和加拿大新稀土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年总
矿石 ４０， ０００
ｍｔ ７％ － １２％
运到中国冶炼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Ｃａ 代
加工 ４４％ 成 品
输 送 日 本
（Ｇｒａｓｓｏ， ２０１３）

“维护模式”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
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澳大利亚 Ｌｙｎａｓ ８５００ｔｏｎｓ ／ 年 ２８％ ｎ ／ ａ

日本南亚基础
实施投资建设
印度

Ｅｎｎｏｒｅ 港

缅甸
Ｄａｗｅｉ 港

老挝 Ｍｅｋｏｎｇ
桥， 连接越南

印度
Ｔｏｙｏｔａ Ｔｓｕｓｈ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全资子公司 Ｔｏｙｏｔｓｕ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ｎ ／ ａ ｎ ／ ａ
∗印方条件：
在第三国建
厂 ／ 生产

越南
Ｔｏｙｏｔａ Ｔｓｕｓｈ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与越南国企 Ｓｏｊｉｔｚ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ｖｒｅｃｏ 合资

ｎ ／ ａ ２０％＋ ｎ ／ ａ

缅甸
日本 ＩＴＯＣＨＵ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投资缅甸稀土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老挝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亚洲其他地区
蒙古国

Ｔｏｋｙｏ 和 Ｕｌａｎ Ｂａｔｏｒ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哈萨克
斯坦

Ｋａｚａｔｏｍｐｒｏｍ 和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成立
Ｓｕｍｍｉｔ Ａｔｏｍ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 以 及 与 Ｔｏｓｈｉｂａ
成立 ＫＴ Ｒａｒ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ＬＬＰ

ｎ ／ ａ ｎ ／ ａ ｎ ／ ａ

本土回收策略 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ｏｙｏｔａ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ｒｉｕｓ

ｎ ／ ａ ｎ ／ ａ

资料来源： 据美国工业研究院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相关资料整理。 ∗注： 印度拒绝日本在其本土
合资建厂。

　 　 ４ 西方国家稀土 “进口替代国多元化” 局面初步形成

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全球稀土原材料产量数据显示， 西方国家寻求稀土生产替代

国多元化已取得初步成功。
如表 ３ 所示， 美国等西方国家已成功完成稀土冶炼加工生产境外多点转移， 美国和

加拿大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稀土生产量连续为 ０； 澳大利亚产量增加实际由 （马来西亚）
合资厂完成生产的， 该厂满负荷年产量是 ２２ ０００ 吨 （Ｈｏｙｌｅ， ２０１３）［２７］， 这个数量几乎等

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稀土出口总量 ２２４９３ 吨 （Ｙａｐ， ２０１５） ［２８］。 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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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与其成立初衷一样， 正成为制衡中国稀土的西方棋子①。 在全球市场

需求增加情况下， 稀土国际市场价格依然基本保持低位。

表 ３　 全球各国稀土产量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单位 （吨）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５ ９００ ０ 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２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Ｂｒａｚｉｌ ８８０ ２ ２００ ２ ０００

Ｃａｎａｄａ ０ ０ ０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００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０ ０ ０

Ｉｎｄｉａ １ ７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ｕｓｓｉａ ２ ８００ ２ ８００ ３ ０００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０ ０ ０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７６０ １ ６００ １ ６００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５０ ２２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 美国地质勘探局 （ＵＳＧＳ）②。

（二） 控制两端——— “上游资源端” 和 “下游应用端”
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稀土 “资源上游端” 国家安全布局和 “下游应用

端” 技术与知识产权控制。 在 “资源上游端”， 尽管中国有相对 “上游端资源” 储量

优势， 西方国家以市场要素自由流动、 产业链安全为由， 进行了资源整合， 策略性适

量对国际市场杠杆性的投放， 制约了中国的市场影响力。 在 “应用下游端”， 西方对中

国的相关应用知识产权加强阻击， 以维护其应用技术优势和实现附加值收益最大化。
１ 上游资源端安全控制

美国虽拥有莫利矿业的芒廷山口稀土矿等全球顶级稀土矿山 （Ｈｏａ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但其更意识到稀土元素科学界不可替代的战略性资源价值。 出于此考虑，
各国不可避免地担心其国防武器系统关键部件被对手制约， 尤其在冲突时期， 由于

外国管制、 扣留资源运输或者停止国际航运， 将使扩大武器生产变得困难或不可能

（Ｍａｚ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美国试图通过 《美国战略资源法案》 （ Ｕ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２９］， 强调稀土等战略资源对美国制造业以及国防等高科技领域的重要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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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ＡＧＨＵ Ａ， ＫＯＳＷＡＮＡＧＥ 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ｇｈｔ Ｌｙｎａ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Ｐｌａｎｔ ［Ｎ ／ ＯＬ］．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０６－１９）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ｌｙｎａｓ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ｇｒｅｅｎ－
ｌｉｇｈｔ－ｌｙｎａｓ－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ｐｌａｎｔ－ ｉｄＵＳＢＲＥ８５Ｉ０ＣＮ２０１２０６１９ “…Ｌｙｎａｓ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ｋｅｙ ｔｏ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ｉｐ ｏｎ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翻译： 莱纳斯在马来西亚的投产可打破中国对稀土的控制……）

ＵＳＧ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Ｏ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 ｐｕｂｓ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ｒａｒｅ
＿ ｅａｒｔｈｓ ／ ｍｃｓ－２０１７－ｒａｒｅｅ 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 ｐｕｂｓ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 ｍｃｓ－２０１８－ｒａｒ⁃
ｅｅ ｐｄｆ （该机构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澳大利亚、 巴西的量产在两部报告不统一， 本文采用了 ２０１７ 更新数据）



此， 战略资源储备和战略性原材料生产能力的保持皆至关重要。
２０１５ 年中国取消稀土贸易配额制度， 美国立即采取了对稀土矿山资源更为积

极的战略措施 （Ｊａｍａｓｍｉｅ， ２０１５） ［３０］， 对莫利矿业公司在加州的芒廷山口稀土矿进

行了封存。 其这样做尽管有国际稀土价格低迷因素， 但更是美国资本市场与国家战

略的呼应。
依据西方稀土企业股权投资以及合约信息， 西方国家正通过资本整合自身稀土

资源确立在上游资源端市场的整体地位。 全球顶级稀土情报黑斯廷斯机构 （Ｈａｓ⁃
ｔｉｎｇｓ） 对中国的观察数据显示， 中国稀土储量随着多年的滥采已经明显下降， 中国

实际上只拥有世界 ９６００ 万吨定义储量的 ３６００ 万吨， 已降至 ３５％左右份额 （ＵＳＧＳ，
２０１８）①。

西方国家稀土储量整体份额渐显优势。 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的份额占

全球稀土储量的 ２０％， 如果加上瑞典和格陵兰岛， 西方国家的稀土整体储量则达

到 ３５％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７） ［３１］。 这个数量可和中国相抗衡， 而且这些国家在国内资源利

用效率与资源保护上要优于中国。 中国不仅是稀土消耗大国， 而且多年来一直以同

比 ８０％～９７％的比重供应国际市场。 近年在出口量放大的情况下， 消耗速度明显加

快。 中国个体相对资源禀赋优势渐被西方国家资源整合所抵销。
２ 下游应用端控制

稀土产品的增值发生在下游尖端科技应用领域。 从空间维度看， 稀土生产加工

应用下游产业链广泛分布在全球美日等一级市场， 并产生高附加值。 相反， 稀土上

游产业经济累计循环效应较低。
（１） 稀土增值应用在下游端

稀土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工业催化剂、 先进的电子、 激光与感应设备、
高端医疗设备、 民用照明光学材料、 特殊陶瓷、 工业合金、 磁性材料与风电设备、
新能源汽车与电池、 以及美国国防工业各种武器系统中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２）。 稀土各项应用都分布在工业下游细分领域。 稀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功能性

原材料， 在多数情况下， 稀土的应用目的是提高或改善某些工业应用效果， 从而实

现产品增值。 毛克贞和吴一丁 （２０１６） ［３２］也曾指出稀土精矿、 新材料和元器件价值

之比达到 １ ∶ ５０ ∶ ５００， 终端产品增值幅度则更高。 上游企业在产业链中增量低， 且

多受上述环境成本影响。
美国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统计表明， 工业原材料价值在产业链中呈指数级增

加。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和商务部 ２０１５ 年的 《非燃料原矿在美国经济中地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ｏｎｆｕｅ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３］， 最上游矿石总价值累计约为 １２００
亿美元； 初级加工工业原材料形成总价值为 ７ ３８０ 亿美元； 原材料加工附加值增量

为 １９ ３００ 亿美元， 总产值达到 ２５ ３００ 亿美元； 终端应用实现 １７４ ０００ 亿美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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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ＵＳＧ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３３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 ｐｕｂｓ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 ｍｃｓ－２０１８－ｒａｒｅｅ ｐｄｆ 较此前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储量数据， 分别更新为 １２０００ 和 ４４００ （单位： 万

吨） ； 这些数据是动态跟踪变化的。



约是上游原矿价值的 １５０ 倍。
美国工业原材料附加值增加的一般性特征———产业链下游终端创新应用获得绝

大部分收益； 在矿石加工阶段， 美国金、 锌、 铁等矿石贸易顺差为 １５０ 亿美元， 而

工业初加工矿原材料贸易逆差为 ４１０ 亿美元。 可见， 美国更愿意出口至他国冶炼生

产， 并进口工业粗加工原材料。 因此， 美国是冶金初加工领域一贯的污染输出国。
（２） 西方国家在下游端对知识产权实施高度保护

日本日立 （Ｈｉｔａｃｈｉ） 仅一家公司就把持着应用稀土专利 ６００ 余项［３４］， 阻碍中

资企业科学应用。 在 “ＷＴＯ 稀土案” 争端中， 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指出， 中国稀

土出口配额限制有意通过制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期望发达国家对其直接投资， 旨

在以资源换知识产权［３５］。 由于稀土应用在高科技的诸多领域， 美国国会专门成立

了由两党组成的 “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 每年出版 《知识产权情况报告》， 并举

行国会听证会年例会。 该委员会对知识产权侵权量化， 并且将之与就业联系起来。
２０１３ 年， 该委员评估断定， 美国当年损失知识产权价值大约为 ３０００ 亿美金， 为美

国向亚洲年出口总额， 危及 ２２０ 万人就业安全［３６］。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贸

易战， 更是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理由。
３ 西方上下游稀土企业实施战略联合

在企业微观层面， 西方企业之间搭建了复杂商业关联， 构成了上下游关联体

系， 这进一步遏制了中国稀土原材料国际市场议价能力。
（１） 西方企业间股权投资关联关系

通过对美国国会咨文解析和国际行业重大交易纪录信息收集整理发现， 西方资

本积极参与上、 下游稀土企业之间股权交易。 ２００９ 年美国摩根大通 （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投资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 后者和欧洲西门子公司完成在马来西亚成立澳大利亚莱

纳斯马来西亚稀土厂， 莱纳斯以资源出资获得 ４５％股权， 西门子占合资企业 ５５％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美国莫利矿业与日本三菱和日本大同钢铁在日本成立合资公司

（Ｉｎｔｅｒ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 Ｊａｐａｎ）， 联合研发生产磁性材料， 股权比例为美国莫利 ３０ ０％， 日本

大同和三菱分别为 ３５ ５％和 ３４ ５％ （Ｕ Ｓ ＳＥＣ， ２０１２） ［３７］。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２０１１） 报道，
日本双日集团 （Ｓｏｊｉｔｚ Ｃｏｒ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以 ３ ２５ 亿美元贷款为条件， 换取澳大利亚

莱纳斯稀土 ２５００ 万美元股权投资和一份每年最低 ８５００ 吨稀土供应合约， 为期 １０
年［３８］。 ２０１２ 年美国莫利矿业兼并加拿大新材料公司 （Ｎｅ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等。

（２） 长协合同

在股权关联之外， 西方企业通过合同债权方式， 明确实际履行义务。 欧盟西门

子公司不仅和澳大利亚巨头合资冶炼稀土， 还与美国莫利矿业巨头以长协订单的方

式， 形成战略备选供应商关系 （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５） ［３９］， 将美国和澳洲两个世界级

稀土矿山上游企业联系起来， 形成坚固的美、 澳、 欧铁三角， 巩固市场地位。 此

外， 美国莫利矿业通过加拿大子公司和中方稀土冶炼代加工工厂签订协议， 莫利矿

业将稀土矿石出口至其加拿大子公司在华冶炼厂加工， 合同还确定所生产稀土原材

料 ８２％供应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其生产商， 其中供应日本及日企份额不低于 ４４％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４０］。 以上西方企业战略联系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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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图 １ 可见， 美、 澳对西方主要下游生产商的稀土保障。 当稀土市场出现巨

大供给缺口导致价格巨大上浮和供应链受到冲击时， 澳大利亚莱纳斯马来西亚合资

工厂则可扩大生产； 美国亦可迅速启动其封存的矿山并投入生产， 全球稀土的供求

关系马上获得平衡。 这与上文美国自由市场智库亚当·斯密研究所稀土专家蒂姆·
沃尔斯特战略构思一致。 通过幕后资本对交易的参与， 西方国家稀土企业最终建立

了有效制衡机制。

图 １　 西方国家稀土战略联合

资料来源： 据多方信息综合整理所得。

四、 中国稀土产业战略选择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球稀土产业链布局， 以及在马来西亚等地投资稀土， 都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 中国需研究国际稀土市场环境， 并积极调整稀土生产、 出口和产

业链布局战略。 鉴于内忧外患的产业现状， 自身产业发展才是应对全球各种挑战的

关键所在。
（一） ＷＴＯ “稀土案” 后， 中国稀土产业链的现状

１ 稀土 “资源上游端” 整合背景下， 战略资源持续加剧外流

ＷＴＯ “稀土案” 以来， 中国对稀土产业进行了横向政策和纵向产业政策两个

维度的战略调整。 稀土行业整合执行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５） 》： 对上游国家战略资源增加国有控制， 而主业处于充分竞

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 推进股权多元化。
在横向政策方面， 中国致力于打造中铝公司、 北方稀土、 厦门钨业、 中国五

矿、 广东稀土、 南方稀土六大集团等。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借鉴澳大利亚资源企业的

宝贵经验， 减少中国稀土企业的过饱和市场供应和无序竞争， 遏制战略性资源的廉

价出口流失， 通过整合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 据中新网证实， ２０１５ 年

底， 这六家国有集团企业已经兼并了全国 ９９ 家稀土企业的 ７７ 家， 获得 ７８ 个稀土

采矿权的 ７７ 个； 六大集团整合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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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向产业政策方面， 中国稀土产业进行上游资源和下游应用的切割。 以北方

稀土为例，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中国证监会披露了包钢股份和包钢稀土 ［现更名为

北方稀土 （集团） 高科技有限公司］ 的发展规划［４２］。 包钢股份拥有稀土资源和铁

矿石资源以及负责整合北方稀土资源， 转型成一个资源型企业。 中国北方稀土高科

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稀土应用、 技术开发和对小企业的兼并。 包钢股份所处国家战略

资源领域， 实行国有控股； 北方稀土科技有限公司为商业应用类， 推进股权多元化

改革， 促进管理和科技创新［４３］。
然而， 稀土行业改革重组尚未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战略资源可持续发展及环

境保护。 随着电动汽车等产业对稀土需求的加大， 中国战略资源流失与环保再度失控。
２ 稀土 “下游应用端” 行政化， 缺乏市场应用创新

通过调研发现， 部分稀土园区为维系园区运营或确保考核达标， 积极引进企

业， 为企业承诺和争取资源条件。 园区向国家要政策要补贴， 为新设企业申请基

金。 公开数据显示，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０１５ 年稀土全行业总利润不足 １２ 亿元人民币，
而国家投入的基金补贴就达到 １０ 亿元 （单继梅， ２０１５） ［４４］， 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近

３ 年支持约 ４０ 亿元 （内蒙古人大， ２０１８） ［４５］。 如此一来， 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稀

土原材料会计成本几可抵销。 园区企业以此便利获得资源和补贴， 失去了研发升级

的成本压力和动力， 反而激励了企业寻取 “政策红利”， 少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和

应用转化。 在一些地区， 还发现有的企业 “利用” 所谓的知识产权专利， 将之循

环用于 “要资源” “换配套政策”， 或者 “套取更多基金”。 园区行政行为不足以

真正有效促进稀土产业升级， 拥有数百名研究人员的全球最大研究院更是受体制等

因素制约， 脱离了下游高端科研环境。 ２０１８ 年内蒙古自治区紧急出台 《加快稀土

产业转型升级若干政策》， 试图改变产业现状。
３ 在稀土企业层面， 低端原材料 “出口导向” 并未得到扭转

稀土行业缺乏技术创新市场动力。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２０１５） 数据显示， 国

家取消配额出口限制后， 国际市场供求关系重新回到供大于求的状况， 稀土价格指

数下跌了 ７０％。 以占半壁江山的北方稀土为例， 该地区 ２０１５ 年尚在研究产业升级

（崔彩凤， ２０１５） ［４６］， 但是 ２０１６ 年春就 “迎来出口开门红” ［４７］。 据相关部门 ２０１５
年公告， “烧结钕铁硼” 再次被确定为所谓的 “稀土新材料”， “在政策的推动下逆

势上扬， 产量实现当年翻番”［４８］， ２０１７ 年仅北方稀土 “钕铁硼” 产量就突破万

吨［４９］， 产能可满足全球 ６０％以上的需求。 由此可见， 中国北方地区稀土生产依然

是以原材料生产和 “初级加工” 为主导， 并维系 “出口导向” 的产业政策。 六家

国企之间生产指标以及地方与中央还存在非良性竞争的严重问题。
（二） 中国稀土生产、 出口与产业链布局的战略选择

随着西方国家在稀土整条产业链的围堵， 中国稀土须在产业链对应位置上， 根

据实际情况， 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１ 稀土上游端

六大资源企业的主要使命是为本国产业链提供原材料和维护国家战略资源安

全， 要深化国企改革， 精简资源企业员工成本， 鼓励增加设备投入。 从市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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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利于企业结合资源市场价格， 选择是否启动机器生产的市场灵活性， 而不是

迫于自身运营成本压力； 资源区应降低人口对战略资源的依赖， 必须向经济多元化

转型。
坚持稀土产业链上游端与中下游端的分离， 结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将国企上游冗员向下游端应用企业转移。
西方国家运用市场协调能力和幕后资本推动， 采用杠杆协调全球市场稀土供

应， 是建立在中国稀土储量占全球市场高份额基础上的， 中国目前的出口产量依然

是垄断性的。 中国应降低出口的相对份额， 控制关键战略元素的出口。 这在全球电

动汽车电池等稀土原材料需求上升情况下， 有利于让其杠杆失效。 当美、 澳等国本

土投入生产加工时， 鉴于环境成本因素， 必然带来价格的变化。
国家每年开采指标可以参照国内下游统计数据和新年度预约订单制定， 合理压

缩稀土出口比重。 同时， 企业可以参照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等矿企年度长协方法， 保

持市场价格适度弹性。
稀土资源企业在国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必须增加 “单位资源开发经济效益评

价”。 资源企业 “财务盈亏” 的单一指标在利润微薄的市场情况下， 只会刺激稀土

资源企业盲目增产并甩卖。
２ 下游应用端

由于稀土是功能性材料， 世界稀土的应用皆是融合在其本国产业群整体高端制

造业中， 因此国家必须营造研发投入环境， 实现高新材料技术制造业的繁荣。 鼓励

企业瞄准美日原材料合金等附加值高的产品进行研发替代， 在实施紧跟策略的同

时， 保护知识产权， 确保企业科研成果收益。
建立稀土产业链科研平台， 下游应用端企业提出具体技术需求， 稀土科研人员

应了解市场商业需求， 以应用为导向， 促进稀土原材料企业、 科研机构与下游高科

技运用和实业连接贯通。 允许国有机构人员在职自由流动创业， 给予科研人员在职

成果的一定比例知识产权所有权等， 以激发稀土研究院等机构科研人员的活力。
应加强市场监管， 打击地方园区以 “伪高新材料化” 变相出口原材料风气，

建立出口企业黑名单。 反对垄断性的 “初级新材料” 万吨级国有大项目审批， 一

些项目背靠国有资源， 恶化市场环境， 扼杀了科技创新主力民营中小企业。 适当维

持稀土原材料国内价格， 杜绝稀土资源区政策红利投资。
３ 中间冶炼环节

六大稀土资源国企必须减少过剩产能。 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稀土失控的一年， 仅官

方统计的年产量即突破 １２ 万吨， 超过了国家指定 １０ ５ 万吨的年度计划［５０］， 稀土

工信部紧急下文敦促各集团整顿。 鉴于国内生产环境稳定和产能过剩的情况， 应避

免稀土原材料过度生产而造成收储压力， 以及形成卖方市场源头压力。
鉴于稀土生产环节污染突出， 应严格执行环境政策标准， 推进稀土产品环境成

本价格内化和对下游的转化。 “成本与收益分析” 需对成本进行充分研究计算。 从

政策制定的角度， 必须考虑稀土生产和贸易给本国增加社会福利为目的， 因此， 稀

土产业必须绿色发展， 依法治理， 要收紧稀土行业标准自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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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关同时要严格监督进口外国稀土矿的数量， 对相关企业应当予以限制和严格

环境管理。 代工生产的初加工产品输出至西方国家， 增强西方国家稀土供应的自足能

力， 实为制衡中国稀土， 这也是西方国家抓住了中国环境成本不充分计价政策和法律

漏洞。
４ 企业与资本互动层面

要鼓励中国稀土冶炼加工和下游先进应用实体企业形成产业链关联， 发挥各自

优势， 积极搭建国内产业链。 澳大利亚莱纳斯没有选择投入高端应用研发， 而是通

过马来西亚投资项目， 将研发交给了科技巨头西门子。 美国莫利矿业同样选择与日

本三菱和日本大同钢铁联合研发生产高性能磁性材料。
要通过减少应用型企业税收而非政府补贴， 清理地方资源补贴投机性导向的招

商政策， 注重产业长期市场机会和研发回报保护， 要打造一个公平而富有竞争机会

的市场环境， 实现资本市场与国家政策的良性互动； 国家应保障行业投资安全， 避

免过往运动式治理； 鼓励国有企业改革创新， 增设具有创新活力的应用型子公司，
吸引投资多元化， 鼓励上下游双向投资， 特别是区外 “绿地投资” “褐地投资” 或

其他股权投资形式等。

五、 稀土是不是贸易战中国王牌

据上述研究， 作者认为此问题的讨论需考虑未来可变因素包括： 澳大利亚莱纳

斯马来西亚稀土厂的前途问题， 这或是多方博弈焦点之一； 美国愿意承担稀土加工

污染成本本土化生产的决心； 中国管控本国稀土产业出口与对外施政能力； 时间长

度即时效性问题。 目前而言， 稀土虽不是贸易战中国王牌， 但具有一定影响力。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稀土贸易问题主要出于战略资源的持续性和环境成本的考

量， 冶炼环节完全空心化。 但西方国家有战略资源产业链安全方面考虑， 美国战略

资源包括稀土的囤积是法定要求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ｉｎｇ Ａｃｔ，
１９３９）①。 由于中日东海危机期间稀土禁运， 美国政府甚至针对其产业链上游日本

战略资源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 （Ｍａｚｚ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尽管难以查实美国稀土囤积

的数量， 但是中国近年来实际 （非仅海关数据） 出口稀土数量巨大， 美国是重要

目的地。 美国稀土具有在一定时间内恢复生产的能力， 且其加拿大子公司仍然处在

经营状态。 另外， 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建立了上述企业间的协同关系， 形成全产业链

的铁三角。 盟国澳大利亚莱纳斯马来西亚稀土厂年产量已达到美国原产能 ４００００ 吨

的一半， 美国 ２０１７ 年进口稀土总量仅约 １１０００ 吨。 美国稀土高端配件的重要供应

国是日本， 日本稀土储备则囤积数十年。 因此， 中国若停止对美供应稀土， 可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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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再 次 修 改， 第 ２ 条 明 确 要 求 战 略 和 重 要 资 源 囤 积 保 证 军、 工、 民 需 求 ）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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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准确威胁其产业链， 特别是其高端制造及国防安全。 鉴于稀土产业链全球化，
“稀土牌” 还可能造成全球贸易摩擦规模扩大化和复杂化， 这也并不符合中国一贯

全球自由贸易的主张。
但 “稀土牌” 具有影响力。 首先， 贸易战稀土牌会对西方主导的污染产业转移

产业链布局设计造成破坏影响， 美国本土建厂加工将付出高昂成本。 过去 ５ 年来， 中

国稀土矿污染代工增长 １０ 余倍 （Ｍａｎｃｈｅｒ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５１］。 ２０１８ 年， 中国进口稀土矿

石累计更是达 ４ １４ 万吨， 恰是澳大利亚稀土、 美国稀土、 日本投资的缅甸稀土转经中

国完成冶炼加工总量之和［５２］。 换言之， 目前中国承担了全球几乎全部稀土生产产生

的污染环境成本。 美国本土建厂仅为重建战略性生产能力， 从长远看依然会坚持贸易

进口稀土为主 （Ｕ Ｓ ＥＰＡ ＆ ＲＴ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４）， 但要实现进口国多元化。
其次， “被动” 使用稀土牌并非无视国际贸易规则， 稀土制裁会影响美国及其

盟国 “肆意” 制裁中国企业的杠杆作用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或让其盟国出于产业安全选

择考虑放弃与美国政治 “合作”。 西方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棋子莱纳斯马来西亚稀土

厂的运营前景也或存在变数。 若澳大利亚稀土公司马来西亚厂停产， 中国稀土控制

措施能全面涉及稀土原材料、 初级材料出口、 稀土矿进口污染代加工、 以及相关稀

土冶炼技术设备输出， 且美方建厂设计、 设备购买、 项目环评与建设都需要时间，
如有上述放射性污染各州抵制情况发生， 结果会使得美方变得更为被动。 美国目前

只有德州安德鲁斯 （Ａｎｄｒｅｗｓ）、 南卡州巴恩韦尔和华盛顿州汉福德 （Ｈａｎｆｏｒｄ） ３
个此类放射污染库 （Ｕ Ｓ ＮＲＣ， ２００７） ［５３］； 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备胎方案厂址也仅

有其矿区附近。 稀土贸易措施会在一定时间内对美国有稀土进口需求的多数产业造

成冲击， 如电动汽车、 风力发电机等。 若国际市场此战略资源供给安全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情况， “稀土牌” 配合其他措施合理使用， 有利于缓解中国企业的外部环

境。 而日本、 欧盟、 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等主要稀土下游应用国家和地区对跟风制裁

中国企业也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此外， 稀土问题是中国矿产品生产与贸易的一个缩影。 中国一系列其他重要关

键性金属如钨、 钼、 镁等出口， 以及 ＷＴＯ “原材料案” 中的铝矾土、 焦炭、 氟矿

石、 镁、 锰、 金属硅和锌等， 对全球产业链高科技领域都有重要影响， 而这些绝大

部分也在美国内务部公布的 ３５ 类关键金属清单上［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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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ＧＲＡＳＳＯ Ｖ Ｂ．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３．

［２０］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ｇｏｖ．ａｕ ／ ｄａｔａ－ｐｕｂｓ ／ 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２１］ＢＲＡＤＴＨＥＲ Ｋ．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Ｑｕｉｅｔｌｙ Ｃｌｅａｎｓ Ｕｐ Ｉｔ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Ｒｅｆｉｎｅｒｙ［Ｎ ／ Ｏ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２０１８－０８－２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３ ／ ０９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０９ｒａｒｅｓｉｄｅ．ｈｔｍｌ？ ｒｅｆ ＝ ｒａ⁃
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２２］ＭＡＺＺＡ Ｍ，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 Ｄ，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Ｇ Ｊ．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Ｒ］． ２０１３．

［２３］晨光． 稀土：一场不见硝烟的战略博弈［Ｊ］ ．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０（１２） ．
［２４］ＰＡＵＬ Ｍ．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Ｎ ／ ＯＬ］． ＢＢＣ，（２００９－１１－１８）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

ｕｋ ／ ｂｌｏｇｓ ／ ｎｅｗｓｎｉｇｈｔ ／ ｐａｕｌｍａｓｏｎ ／ ２００９ ／ １１ ／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ｎｅｗ＿ｇｒｅａｔ＿ｇａｍｅ．ｈｔｍｌ．
［２５］杨枝煌． 中国稀土产业竞争力衰微及其治理［Ｃ］． 产业与科技论坛，２０１２，０８： ４３．
［２６］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介［Ａ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ｖ． ｇｏｖ．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５ ／

６５９９６１．ｈｔｍｌ．
［２７］ＨＯＹＬＥ Ｒ． Ｌｙｎａｓ Ｈｏｌｄｓ Ｂａｃｋ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 ／ ＯＬ］．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０６－０６）［２０１８－

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Ｂ１０００１４２４１２７８８７３２３８４４８０４５７８５３０１５３１１０５０８０１８．
［２８］ＹＡＰ Ｃ．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ｄ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ｏｔａｓ［ Ｎ ／ ＯＬ］．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５）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ｓｊ．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ｅｎｄｓ－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ｅｘｐｏｒｔ－ｑｕｏｔａｓ－１４２０４４１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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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Ｕ．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Ｒ．７６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３［Ａ ／ ＯＬ］．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３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 ／ ７６１．
［３０］ ＪＡＭＡＳＭＩＥ Ｃ．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Ｓｈｕｔｓ Ｄｏｗ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ａｓ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ｌａｎｔ［Ｎ ／ ＯＬ］．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２０１５－０８－ ２６）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 ／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ｓｈｕｔｓ－ｄｏｗ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ａｓｓ－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ｔ ／ ．
［３１］ＺＨＯＵ Ｂ， ＬＩ Ｚ， ＣＨＥＮ 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Ｃｌｅ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Ｊ］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２０１７， ７（１１）， ２０３．
［３２］毛克贞， 吴一丁． 稀土产业管制研究［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４９．
［３３］ＵＳＧ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５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ｍｉｎｅｒ⁃

ａｌｓ ／ ｐｕｂｓ ／ ｍｃｓ ／ ２０１５ ／ ｍｃｓ２０１５．ｐｄｆ．
［３４］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Ｆａｌｌ Ｄｕｅ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Ｗａｒ？ ［Ｎ ／ ＯＬ］．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２０１６－１１－１２）［２０１８－

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ｕｌｄ－ｐｒｉｃｅｓ－ ｆａｌｌ－ｄｕｅ－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ａｔｅｎｔ－

ｗａｒ－２００１６９３０９．
［３５］ＷＴＯ．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ｈｉｎ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Ｒ］． ２０１４， Ｐａｒａ．７．４４１．
［３６］Ｔｈｅ Ｕ．Ｓ． ＩＰ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ｅｒ Ｕ．Ｓ． Ｓｅｎａｔｏｒ Ｓｌａｄｅ Ｇｏｒｔｏｎ （Ｒ－Ｗ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ｆ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Ｐ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２５）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 ／ ｐｒｅｓｓ ／ Ｇｏｒｔｏｎ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
０６２５１３．ｐｄｆ．

［３７］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Ｓ．ＳＥＣ）． Ｆｏｒｍ １０－Ｋ［Ｒ ／ ＯＬ］． ２０１２：９２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ｅｃ．ｇｏｖ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ｅｄｇａｒ ／ ｄａｔａ ／ １４８９１３７ ／ ０００１４８９１３７１３００００３１ ／ ｍｃｐ１２３１２０１２１０ｋ．ｈｔｍ．

［３８］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ｙｎａｓ Ｃｏｒｐ． Ｗｉｎｓ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 Ｎ ／ ＯＬ］． ＮＡＳＤＡＱ， （ ２０１１ － ０４ － １３）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ａｓｄａｑ．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ｌｙｎａｓ－ｃｏｒｐ－ｗｉｎ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ｃｍ７０７８４．

［３９］ ＭＡＣＫＯＷＳＫＩ 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Ｓｉｅｍｅｎｓ－Ｍｏｌｙｃｏｒｐ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ａ Ｓｅｃｔｏｒ 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Ｎ ／ Ｏ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ｉｎ⁃
ｔｅｌ， （２０１５－ ０５－ ２０）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４］． ｈｔｔｐ： ／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ｉｎｔｅｌ． ｃｏｍ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ｔｅｌ ／ ｗｈｙ － ｔｈｅ － ｓｉｅｍｅｎｓ －

ｍｏｌｙｃｏｒｐ－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ｓ－ａ－ｓｅｃｔｏｒ－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
［４０］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Ｍ．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３．
［４１］大型集团主导中国稀土产业发展新格局［Ｎ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８－１０）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５－０８ ／ １０ ／ ｃ＿１１１６１９４６３９．ｈｔｍ； 稀土“十三五”规划出炉六大集团 ４ 年内完成整合［Ｎ］． 证券日

报．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
［４２］包钢集团． 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的实施规划［ Ａ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４］．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４０２２０ ／ １１７０００４１＿０． 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ｈｔ．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ｆｉｌｅ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ｃｍｓ ／ ｐａｇｅ．ａｓｐｘ？ ｓ＝ １＆ｎ＝ ７．

［４３］北方稀土．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及构图［Ａ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ｈｔ．
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ｆｉｌｅ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ｃｍｓ ／ ｐａｇｅ．ａｓｐｘ？ ｓ＝ １＆ｎ＝ ７．

［４４］单继梅．包头市作为国家稀土产业转型升级试点城市正式揭牌［Ｎ ／ ＯＬ］． 央广网，２０１５－０８－０８ ［２０１８－０４－

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ｒ． ｃｎ ／ ｎｍｇｆｗ ／ ｎｅｉｍｅｎｇｇｕｆｅｎｗａｎｇ ／ ｎｅｉｍｅｎｇ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８ ／ ｔ２０１５０８０８ ＿ ５１９４８０８８８． 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ａｏｔｏｕ．ｇｏｖ．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５８５ ／ ７８１９０．ｈｔｍ．

［４５］内蒙古人大．关于包头市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好稀土产业作用的调研报告［Ｒ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９－ ２７）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ｍｇｒｄ．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ｚｂ ／ ２０１８ｎ ／ ｒｄｘｘｙｄｙ ／ ｄｙｂｇ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９２７＿２７５９０２．ｈｔｍｌ．

［４６］崔彩凤． 包头稀土高新区：为稀土产业转型升级探路［Ｎ］． 中国有色金属报． ２０１５－０６－２９．
［４７］ 包头地区稀土出口量迎 “开门红” 涨幅超 ２００％［Ｎ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ｃｊ ／ ２０１６ ／ ０３－０１ ／ ７７７９２５０．ｓｈｔｍｌ．
［４８］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包头市稀土高新区 ２０１５ 年工作报告［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４－０７）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ｍｇ．ｇｏｖ．ｃｎ ／ ｚｚｑｚｆ ／ ｚｆｇｚｂｇ ／ ｂｔｓ＿１８５２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６００６０１．ｈｔｍｌ．
［４９］北方稀土： 产量突破万吨！ 成世界最大磁材合金生产基地［Ｎ ／ ＯＬ］．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６）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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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ｋｕａｉｘｕｎ．ｓｔｃ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１２２６ ／ １３８５９４０４．ｓｈｔｍｌ．
［５０］ＵＳＧ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１３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ｄ－ｗｒｅｔ．ｓ３－ｕｓ－ｗｅｓｔ－２．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ａｔｏｍｓ ／ ｆｉｌｅｓ ／ ｍｃｓ－２０１９－ｒａｒｅｅ．ｐｄｆ．
［５１］ＭＡＮＣＨＥＲＩ Ｎ Ａ， ＳＰＲＥＣＨＥＲ Ｂ， ＢＡＩＬＥＹ 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２０１９（１４２）： １０１－１１２．
［５２］ＵＳＧ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１３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ｄ－ｗｒｅｔ．ｓ３－ｕｓ－ｗｅｓｔ－２．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ａｔｏｍｓ ／ ｆｉｌｅｓ ／ ｍｃｓ－ ２０１９ － ｒａｒｅｅ． 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１ ／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ｒｕｍｐ－ｓ－ｎｅｘｔ－ｔｒａｄｅ－ｗａｒ．
［５３］Ｕ．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Ｓ． ＮＲＣ）．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Ｗａｓ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７：５ ［２０１８－０４－２４］． ｈｔｔｐ： ／ ／

ｌａｒ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 ／ ｃｏｕｒｓｅｓ ／ ２０１２ ／ ｐｈ２４１ ／ ｇａｒｃｉａ１ ／ ｄｏｃｓ ／ ｒａｄｗａｓｔｅ．ｐｄｆ．
［５４］Ｕ．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２０１８［Ｒ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５－１８）［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１８ ／ ２０１８－１０６６７ ／ ｆｉｎａｌ－ｌｉｓｔ－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２０１８．

（责任编辑　 张　 洁）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Ｕｐ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ＧＡＯ Ｆｅｎｇ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Ｐｕ　 ＬＩＵ Ｄａ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 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ｍｉ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ｒｕｌｅ ｏｕｔ ｕｓｉｎｇ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ａ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ｒｅｆｉｎｅ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ｓ ｉ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ｌａ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ｅ ｇ ，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ｒｅｆｉｎ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ｆｅｒ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ｅｎ⁃
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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