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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岁
的 李 大 爷
退 休 之 后
就 喜 欢 跟
周 围 的 朋
友 到 处 旅
游，生活乐得自在，但是年纪大了，缺牙的问题总是
难免的。“其实前年牙齿就开始掉了，也没去管它，
现在掉得越来越多，得有3、4个了，一边牙松了好
几个，另一边又经常疼，只能吃软烂的。”但是最近
刘大爷却爱上了美食，天天跟老伴研究好吃的新花
样。原来，刘大爷看见以前一样备受缺牙困扰的老
同学已经好好地吃上了饭，了解之后立马就预约了
智能牙科，检查后牙槽骨情况良好，所以当天就实
现了种植牙。刘大爷术后还感叹：“原来种牙这么快
啊，真的一顿饭工夫！”

智能牙科蔡院长也介绍，其实老人家种植牙，安
全和快速种植是关键。由于中老年人身体状况更加复
杂，因此对口腔诊疗设备以及医生要求更高，所以智
能牙科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中老年人种植牙的治疗规
范，确保手术严格按照流程，极大限度地控制种植风
险。而德国麦哲伦数字化模拟种植、3D打印种植导
板、全景CT等智能数字化技术的引进，更是为中老年
缺牙者真正体验可视化、可预知、可控制的新型精准
种植模式，这不仅意味着手术过程更舒适和微创，也
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平均3～5分钟就可以植入一颗
种植体，想进一步了解“即刻用”种植牙的缺牙市民可
拨打028-69982575咨询，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领
取价值2980元的数字化种植牙设计方案。

当谈到公司经营情况时，廖华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公司目前主要产
品包括稀土精矿、稀土氧化物系列、碳酸
稀土系列、稀土金属系列、钕铁硼薄片等，
产品大部分在国内销售，也会出口到日本
和欧洲。

“业绩方面，以一季度为例，今年一季
度基本上盈亏平衡，销售收入大概四个
亿，一季度是接近1000万的利润。”而十年
来，江铜稀土公司已实现营业收入49.8亿
元。目前，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的
资产43亿，公司已经从十年前单一的矿山
开采企业，发展成现在集采、选、冶、加、研
为一体的综合性稀土产业集团。

江铜稀土公司将稳步提升技经指标，
积极推动稀土产业链朝高附加值、高精尖
领域延伸，并且以资产证券化为方向，推
动公司上市。目前江铜技术研究院凉山稀
土分院，开展了100多项技术创新、全员创
效及科研转化项目。

另一方面，江铜稀土公司还通过江铜
技术研究院平台为稀土板块建立科技人
才智库，江铜技术研究院委派博士、研究
生长驻江铜凉山稀土分院开展稀土整个
产业链各环节的科技研究应用，致力于稀
土绿色环保工艺、新材料、关键核心技术
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打造具有孵
化功能的技术成果转化基地和实验工厂。

目前，江铜稀土公司立项拥有国家
级、省级、州级、江铜集团公司等科技创新
项目100多项，其中在生产上实施并成熟
应用60余项。“我们跟知名稀土研究机构
都在合作，因为大凉山比较偏远，条件比
较艰苦，我们自己孵化团队培养不现实，
周期也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就摸索出这样
的模式，我们这边提出需求，研究机构出
解决方案。”廖华表示。

此外，江铜稀土公司积极推进数字
化、智能化矿山建设。该公司已完成采选
生产监测调度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安全
监测系统建设、矿山运行管理数字化建
设、矿山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系统建设，
基本实现采选过程操作自动化、控制智能
化、管理信息化。

5月2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阿里司法
拍卖平台发现，田七牙膏的系列商标以及其所属的
公司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奇
丽”）的房地产、生产设备等正等待拍卖。起拍价为
1.63亿元，将于6月11日上午10时开始拍卖，加价幅
度为100万元。

目前，还未有人报名参与拍卖，但已有36人设
置提醒。参与该拍卖需要先缴纳保证金3260万元。

此次为整体拍卖，包括奥奇丽对房屋、建筑，生
产设备以及“田七”相关的57个商标。其中，房屋用
途为厂房、职工宿舍，设备为牙膏、湿巾等物品的生
产设备。

此次拍卖为司法拍卖，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起的。据北京商报报道，奥奇丽
借助田七牙膏的知名度，在田七系列产品上进行多
元化的快速扩张，田七洗涤剂、田七洗手液、田七洗
发水、田七洗衣粉先后出现在市场上。随后，奥奇丽
一度遇到资金紧张等财务难题，并于2014年停产。
2016年5月，奥奇丽宣布资产重组成功，“田七”牙膏
重新开始生产。

据中商产业研究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牙
膏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显示，近年
来，中国牙膏行业市场规模稳定增长。同时，在其列
出的十大牙膏品牌中，并没有田七牙膏的身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昨天，大盘继续温和反弹，沪指上涨4.79点，以
2914.70点报收，涨幅为0.16%。不知不觉，沪指已经
四连阳了，这也是3月7日之后，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即便如此，当前的市场，虽然板块热点的炒作再次
升温，但总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是没有领涨板块
吗？显然不是！是缺少赚钱效应吗？也不是！那么，究
竟差点什么呢？

前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稀土产业
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答记者问。昨天，稀土板块无
疑是A股市场中表现最强的板块之一。有研新材、银
河磁体、金力永磁、北矿科技、五矿稀土、正海磁材
等10多只个股涨停。另外，港股市场上，中国稀土
（00769。HK）也再次大涨逾20%。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虽然稀土永磁板块短期可
能已并非“上车”的最佳时机，但还是值得长期关注
和跟踪。

除了稀土板块外，农业、白酒等板块依旧炒作
火热，而贵州茅台也重上900元大关，可能又要向千
元发起攻击了。另外一个板块昨天突然走强，这就
是保险股。中国人保一度涨停，最终大涨8.85%，新
华保险、中国太保涨幅都超过7%，中国人寿大涨
4.82%，而中国平安也上涨了2.03%。

保险股的上涨，显然受到了政策利好的刺激。
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布公告称，保险企业发生与其
经营活动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超过当年全
部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金等后余额的18%（含本数）的
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
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在我看来，对保险企业而
言，这是实质性的利好。

不过，保险股大涨，对于本身就缺少资金供应
的当前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耗费“弹药”的事
情。所以，虽然沪指四连阳了，尽管领涨板块也有，
赚钱效应也有，但总觉得还是差点什么。

在我看来，现在差的还是成交量，沪指每天
2000亿元水平的成交额，明显难以撑起强势反弹。
没有成交量，就没有气势；而没有气势，可能沪指连
20日均线都难以成功突破。

昨天，沪指一度突破了20日均线，最高到2934
点，但最后还是回落，刚好卡在20日均线下方。20日
均线，只能说是短期反弹的一个很小的目标，上面
还有5月6日留下的大缺口，这个缺口的区间为2986
点~3052点，无法放量的话，显然也是难以攻克的。

所以，接下来，如果依然无法放量，那么就只能
控制好仓位，短炒一些题材股了。 （张道达）

路透社5月27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
透露，至少有8名竞购者准备参加麦德龙
中国多数股权的第二轮竞购，麦德龙已经
要求竞购方在6月10日前提交不具约束力
的报价，整个竞购过程可能在9月份结束。

上述知情人士还称，竞购方包括私募
股权投资公司博裕资本和房地产开发商
万科组成的财团、厚朴投资与生鲜移动电
商平台美菜网组成的财团、高瓴资本与永
辉超市组成的财团，腾讯控股正考虑加入
永辉超市财团，阿里巴巴与其投资的台湾
企业RT-Mart合作提出收购报价。其他竞

购方还包括沃尔玛、苏宁控股、超市运营
商物美集团和私募股权公司春华资本。

对此，麦德龙向外媒表示，其目标是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中
国业务的增长潜力。该公司还证实，正与潜
在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并将缩小进一步谈
判的竞购者名单。麦德龙拒绝提供进一步
的细节信息，如时间框架或竞购者的身份。

麦德龙中国对此不予置评；沃尔玛相
关负责人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
示，沃尔玛无法在美国正常营业时间以外
发表评论；苏宁、腾讯、阿里巴巴、博裕资

本、万科均拒绝置评或表示尚不知情。
麦德龙是一家拥有55年历史的德国

老牌零售批发商，1996年进入中国并在上
海开出了第一家在华门店。公司官网显
示，目前在中国的58个城市开设了95家商
场，截至2018年9月的财年销售额为27亿欧
元（约合30.2亿美元，209亿人民币）。

2018年9月，麦德龙将出售中国业务部
分股份的消息被披露后，不断有即将出售
的传闻流出，相关方均未对此发表评论。

今年3月，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麦德
龙已通过招标开始出售其在中国的业务，

此交易的估值在15亿美元至20亿美元之
间。如果本次交易达成，麦德龙将出售其
中国业务80%股权，但会保留大宗少数股
权。潜在买家第一轮投标预计将在四月份
提交。麦德龙德国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
与潜在合作伙伴就其中国业务的进一步
发展进行谈判，但拒绝就其与潜在合作伙
伴的交流或销售流程的细节置评。

麦德龙中国区总裁康德曾在今年4月公
开表示，未来不排除与中国的大公司有股权
方面的合作，但麦德龙一定会继续留在中国
市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5月29日，稀土永磁概念股开盘大涨。

根据Choice金融终端数据，A股稀土永磁
概念股共包含30只股票，昨天28只上涨
（其中8只涨停），另有两只下跌。从5月10
日至5月29日收盘，该板块总市值在14个
交易日里已经增加约998亿元。

记者注意到，有研新材的股价已经连
续3个交易日涨停，金力永磁则做到了10
天8个涨停，英洛华目前是10天7个涨停。

针对稀土永磁概念股的上涨，前海
开源基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称，“稀土永磁属于我国战略资源，也是
所有高科技企业都必需的资源，我国稀
土出口量占全球的比例在90%左右。另
外，在市场反应的过程中，有色板块属于
弹性比较大的板块，也促进了稀土永磁
概念股的上涨。”

百川资讯稀土分析师杜帅兵认为，

“受昨天国家发改委回应稀土相关问题的
影响，今天稀土永磁概念股整体已经大
涨，预计还会有上涨空间。中国承担了全
球90%以上的稀土资源市场供应，国家发
改委的态度也足见高层对于稀土产业的
重视，目前，很多企业的稀土供应量在下
降、政策上也有一定影响，稀土的价格在
上涨，所以大家比较看好。”

（据新京报）

种植牙医师谈：
在智能牙科做种植牙为
什么只要一顿饭的时间？

沪指四连阳
但总觉得还差点什么

田七牙膏将被拍卖？起拍价1.63亿元

九成稀土概念股上涨，14天市值增千亿
稀土永磁属于我国战略资源，

也是所有高科技企业都必需的资
源，我国稀土出口量占全球的比例
在90%左右。

随着科技革新和产业变革的
不断深化，稀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应用
价值还会持续提升。

稀土大厂深藏大凉山
全产业链初形成

江西赣州、四川凉山、内蒙古包头，中国稀土三足鼎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赴凉山，探访金力永磁的主要供应商

在国家发改委5月28日
深夜回应稀土相关问题后，
稀土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
的焦点。

在中国稀土三足鼎立
（江西赣州、四川凉山、内蒙
古包头）局面中，凉山占据
重要的一席，有着“中国轻
稀土看四川，四川稀土看凉
山”的说法。近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兵分两
路，一路前往江西赣州，了
解赣州中重稀土的发展现
状（成都商报昨日报道）；而
另一路来到四川凉山。

记者发现，通过资源整
合、产业革新，凉山冕宁县
江铜稀土公司积极推动稀
土产业链朝高附加值、高精
尖领域延伸，逐步解决稀土
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有稀土
物以稀为贵

系 列 报 道

走近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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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凉山轻稀土储量居全
国第二，凉山的稀土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
冕宁县，这里的牦牛坪稀土矿作为主力稀
土矿，已经探明的轻稀土氧化物工业储量
约317万吨，占冕宁县已探明稀土储量的
90%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虽
然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储备，但当地稀土的
开采曾一度处于无序状态。以牦牛坪矿区
为例，2007年全面停产整顿前，该矿区有7
宗采矿权，共15家开采企业在近3公里的矿
区内滥采乱挖。

2008年6月19日，江铜集团与四川蜀
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冕宁县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15亿元，组建四川江
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竞标与冕宁县
政府签订《牦牛坪稀土采矿权转让成交确
认书》，获得了牦牛坪稀土矿区的开发权，
开始对牦牛坪矿区进行资源整合、环境污
染整治和科学开发。到2013年，江铜稀土
公司实现了牦牛坪稀土矿“一个矿山、一
个矿权”的整合目标。

江铜稀土公司董事长廖华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2012年，江铜稀土
公司和专业机构合作，全面展开矿区环境
治理。2014年，江铜稀土公司开始实施地
灾治理工程。目前，矿区内已经形成规范
的运输系统和排土场，建成了矿区清污分
流系统，部分区域进行了复垦，矿区环境
隐患得到根本治理。2017年9月5日，稀土
公司尾矿库建成并完成验收，该尾矿库是
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防渗尾矿库。

廖华介绍，目前，江铜稀土公司具备
了年产4.69万吨稀土精矿、3万吨冶炼分
离、2千吨金属、4千吨钕铁硼薄片、11万吨
萤石、14万吨重晶石的产能规模，主要产
品包括稀土精矿、稀土氧化物系列、碳酸
稀土系列、稀土金属系列、钕铁硼薄片等，
初步形成了采、选、冶、深加工产业链，成
为我国重要的稀土企业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备
受关注的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300748.SZ，以下简称“金力永磁”），其
主要供应商就包括江铜稀土公司。

告别无序开采
整合为一个矿山、一个矿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江铜稀土公司采选工程是四川省
56个重大产业项目之一，该项目安
评、环评、土地预审和项目核准都由
国家部委批复，项目总投资35亿元，
按核定的4200吨/日产能进行采选工
程建设。

廖华告诉记者，公司选矿回收
率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并能
对各类稀土伴生矿进行深加工及
销售。

“重晶石和萤石这些伴生矿物，
原来都是全部丢掉的，但我们坚持

‘吃干榨尽’原则，都会开发利用，而
且重晶石和萤石都要往下游做延伸，
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公司花了三年
时间，把地质保护、环境治理都做好
了，供电、清污、分流系统的建设也基
本完成，以上这些使整个牦牛坪的投
资达到35亿，接下来就要进行综合开
发建设”。

在江铜稀土公司的磁材车间，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除镧、铈、镨、钕等
稀土产品外，公司还会对铝、铁、铜等
伴生矿产进行冶炼利用，达到综合利
用率最大化。

在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记者
看到，重晶石和萤石生产加工设备非
常完备。据了解，从矿石到萤石球等
终端产品，都是公司的利润来源。

记者在稀土工业园区还了解
到，目前，江铜稀土公司已经有一座
稀土矿山、一个选矿厂、两个年处理
16000吨原材料的冶炼分离厂，一个
年生产量达4000吨的薄片厂也在运
行中，薄片的下游一个年产2000吨
的磁体厂房也已建成运行。此外，年
产2000吨的磁体深加工项目厂房正
在建设中。据了解，这个项目预计今
年底部分投产，也就是说，江铜稀土
公司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采、选、冶、
深加工产业链，成为我国重要的稀
土企业之一。

全产业链初步形成
选矿回收率达国内先进水平

十年营收49.8亿元
积极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阿里、苏宁、永辉 麦德龙中国绯闻买家浮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江铜稀土公司牦牛坪选矿厂球磨机厂房

江铜稀土公司高新材料加工区

江铜稀土公司漫水湾冶炼分离厂

江铜稀土初步形成
采、选、冶、深加工全产业
链，成为我国重要的稀土
企业之一

江铜稀土公司牦牛坪选矿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