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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什么是锑？作为中国的四大战略资源之一，多数人对锑的印象不直观也不强烈。锑是一种稀有的银白色金属，它热缩冷胀，

质脆无延展性，有抗腐蚀功能但也有毒。锑既属于亲铜元素又同时具有亲氧性，所以是阻燃、合金硬化剂及电池合金材料的

关键生产要素。由于锑通常不被单独使用，尽管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但我们无法像黄金、铜铝锌般有直观感受。 

锑为何如此重要？锑是用途广泛且不可替代的重要工业生产原材料，已被西方国家列为重要战略物资管控和储备。锑的热缩

冷胀特性令其可以改变合金硬度，在各种国防武器中均有锑金属的合金；锑高强度及耐腐蚀特性令其成为机械齿轮转轴的关

键生产材料；锑的低燃点则令其在消防阻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易燃材料（如塑料制品、电子电器制品及建筑建材制品

等）加入锑卤化物已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强制性惯例，且目前未有找到比锑更好的阻燃替代品。锑在欧盟的供应紧缺战略

金属中位列首位，锑在美国 35种关键矿产名单中只被允许勘探而不开采，锑在中国曾被实行开采总量控制及资源出口总量控

制并被国土资源部暂停受理锑矿探矿权及采矿权申请。 

全球为何如此重视锑？锑之所以宝贵源于其供给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全球锑矿资源总储量有限，由于锑在地壳中分布不

均且极难富集（平均丰度千万分之二至五），全球共有锑资源储量仅 150 万吨（美国地质调查局），而全球年均消费量约 13 万

吨。此外，锑是一种极难有效再生的稀有小金属（70%的锑金属被用于阻燃剂而难以回收），这意味着锑的损耗是永久性的。 

全球锑矿资源供给具有高度垄断性。全球锑资源分布具有分带性与集中性特点，全球锑资源 89%分布在环太平洋成矿带（56%）、

中亚天山成矿带（26%）和地中海成矿带（7%）；全球锑资源近 80%分布在中国（32%）、俄罗斯（23%）及玻利维亚（21%）。 

中国锑资源可开采年限按静态比计算已不足五年，是中国四大战略资源中最稀缺的金属。过度开采令中国已存的锑矿山大多

被列入危机矿山，中国锑资源保障程度不断下降。根据安泰科的调查数据，中国锑矿已利用的资源储量占国内总查明资源储

量约 49%，可规划利用的资源储量仅占总查明储量约 18%；而根据 USGS 采用储量/产量的静态储产比计算，中国的锑矿可开采

年限仅为 4.9 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95 年），并远低于俄罗斯（24.31 年）和玻利维亚（114.81 年）。此外，从国内的四

大战略资源开采年限比较，锑依然是最稀缺的品种，可开采数值远低于锡（7 年），钨（12年）及稀土（115 年）。 

全球锑矿含锑金属年产量仅 13 万吨，产出增速近 20 年未有扩张。近 20 年内全球锑矿含锑年产出最高为 19.7 万吨（2009），

年产出最低为 8.16 万吨（2004），中位数及平均值均分别为 14.5 万吨,而近 3 年的产出均值为 13.7 万吨。此外，全球锑金属

产量增速自 2015 年起出现阶段性的趋势下滑，2016-2018 三年年均降幅近-10%。中国锑产量变化对全球锑供应产生直接影响，

但中国锑供应稳定性却受国内环保及产业政策影响制约。 

锑的生产成本已对锑价产生有效支撑，供应刚性叠加大宗周期再至有望提振锑价均值回归。锑的生产成本分采矿成本、选矿

成本、冶炼成本及费用成本。从各个环节所产生的费用观察，当前行业内综合锑金属单吨生产成本大约为 38000 元，三氧化

二锑单吨生产成本至 39250 元，相对偏高的生产成本对锑价的运行重心形成支撑，这点从年内 Q1 锑价在成本线附近相对坚挺

的走势可以反映。考虑到锑供应端的相对刚性及年内价格极限测试后安全边际的显现，预计锑价有望在供应端刚性且大宗周

期回暖的带动下而有效回归 10年均值，这意味着锑均价有望从年内的 3.89 万/吨增至 5.71 万/吨，均价或增长 47%。 

风险提示：锑矿过度开采导致锑品总量失控，锑品大规模走私抬头，环保及产业政策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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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锑综述：不可再生的稀缺战略金属品种 

1.1 什么是锑？ 

锑是一种稀有的银白色金属，英文名称 Antimony，元素符号 Sb，有毒、质脆无延展性、具有热缩冷胀特性

且具有抗腐蚀功能。锑属于 VA族，原子序数为 51，相对原子量为 121.75，密度为 6.684g/cm³，熔点为 630.74℃，

沸点为 1750℃。锑属于亲铜元素同时具有亲氧性，基于锑的物理特性，其通常被用于阻燃、合金硬化剂及电

池合金材料，较少被单独使用。 

人类对锑的使用可追溯至公元前。早在公元前 3100 年的埃及前王朝时代，三硫化二锑已被当作化妆的眼影

粉使用；大约 17 世纪，锑被认知为一种化学元素；1896 年，人类首次制出电解锑。中国是世界上发现、使

用锑较早的国家之一，《汉书˙食货志》和《史记》中将其记载为"连锡"；明朝末年(1541 年)，中国发现了

世界最大的锑矿产地——湖南锡矿山(位于冷水江市)；中国最早的锑炼厂则与光绪 23 年(1897 年)创办。 

具有工业价值的含锑矿有限。据亚洲金属网统计，目前已知的含锑矿物多达 120 种，但具有工业利用价值，

并且含锑在 20%以上的锑矿物仅有 10 种，包括辉锑矿(含 Sb 71.4%)、方锑矿(83.3%)、锑华(83.3%)、锑赭

石(74%-79%)、黄锑华(74.5%)、硫氧锑矿(75.2%)、自然锑(100%)、硫汞锑矿(51.6%)、脆硫锑铅矿(35.5%)、

黝铜矿(25%)。锑主要存在于辉锑矿（Sb2S3）中，是选冶最主要的矿物原料。 

图1：西藏扎西康矿山锑矿展示图  图2：精锑展示图 

 

 

 

资料来源：矿床地质，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闪星锑业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锑为何如此重要？ 

锑是全球性稀缺的小金属品种，其与稀土、钨、锡被并称为中国四大战略资源。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1） 储量十分稀缺：锑在地壳中分布不均匀且极难富集（以硫化物及硫盐矿物的形式存在），其平均丰度

仅约千万分之二至千万分之五，接近铊（0.5ppm）。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至 2018 年底全球共有

锑资源储量 150 万吨，仅高于贵金属和部分稀有金属。 

（2） 用途广泛且具有不可替代性：锑是现代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材料，被广泛用于生产各种阻燃材

料、合金、玻璃、半导体元件、医药化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对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极其重

要的作用，被称为“工业味精”。其中，锑的热缩冷胀特性令其可以改变合金硬度，在各式各样的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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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武器中均有锑金属的合金；锑高强度及耐腐蚀特性令其成为机械齿轮转轴的关键生产材料；锑的低

燃点则令其在消防阻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易燃材料中（如塑料制品、电子电器制品及建筑建材

制品等）加入三氧化二锑形成的锑卤化物使其成为难燃材料，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强制性惯例，目

前依然未有找到比锑更好的阻燃替代品。 

（3） 难以再生及重要战略资源意义：锑是一种难以有效再生的稀有小金属（70%的锑金属被用于阻燃剂而

难以回收），西方国家均将锑作为重要战略物资进行严格管控和储备。2010 年，欧盟将锑列为极为重

要的战略储备金属，发布的供应紧缺名单中锑位列首位；2018 年，美国将锑列入 35 种关键矿产清单，

对锑资源只进行勘探而不开采，并从中国大量进口锑资源（占其锑进口总量约 60%）。中国方面，2009

年国土资源部曾下发《2009 年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是国内矿政管理史上首

次对锑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并暂停受理锑矿探矿权采矿权申请；2016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全

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将锑等 24 种矿产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 

图3：锑的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亚洲金属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2. 供给端的故事——垄断、刚性且充满挑战 

2.1 全球锑矿资源储量具有明显分带性 

全球锑矿资源总储量有限，且分布具有分带性与集中性。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7-2018年数据，全球已存

锑矿资源（含金属）仅有150万吨，而全球年均消费量约13万吨，锑资源全球化的紧缺形势日趋严峻。从分

带性观察，已探明锑矿床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成矿带、中亚天山成矿带和地中海成矿带；其中环太平洋成矿

带上中国、玻利维亚和美国总储量达到85万吨，约占全球储量的56%，中亚天山成矿带上俄罗斯、塔吉克斯

坦储量为40万吨，约占全球储量的26%，而地中海成矿带上土耳其储量为10万吨，约占全球储量的7%。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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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全球锑矿资源分布图 
 
图5：全球主要国家锑框储量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全球锑矿资源分布具有集中性 

锑资源分布具有集中性特点。全球锑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国、俄罗斯、玻利维亚，这三个国家锑矿储量占全球

总储量近80%。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锑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共有48

万吨锑金属储量，占全球总供应量的32%。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锑资源国，其拥有35万吨锑金属量（占全球

23%），主要分布在雅库特地区（Saryakh与Sentachan为俄最大锑矿，共计约15万吨锑金属@25%）。而玻利维

亚作为世界第三大锑资源国，其拥有31万吨锑金属资源（占全球21%），主要分布在Lapaz-potosi等西部地区

成矿带，Chilcobija矿（辉锑矿）为其主要的在产锑矿山。 

图6：全球主要国家锑矿储量  
 
图7：全球主要国家锑框储量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2.1 中国锑矿储量大，但主要集中于六省 

中国是全球锑矿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32%。目前世界上知名的大型锑矿床有54个，其中

15个位于中国。中国的锑资源遍布全国18个省、自治区，但主要集中于湖南（20.4%）、广西（15.9%）、西藏

（13.5%）、贵州（10.5%）、云南（8.8%）和甘肃（8.4%）六省。其中，湖南锑资源储量全国第一，已探明的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有色金属行业：锑，稀缺但被忽视的不可再生战略小金属（一）供给端的刚性与市场的感性  P7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锑矿床约37个，但主要矿区位于冷水江市，其拥有全球最大锑矿——锡矿山锑矿（湖南闪星锑业全资矿山，

1541年发现，1897年开采，采用井下开采方式），此外沃溪矿区（辰州矿业，金锑钨伴生矿）与安化渣滓溪

锑矿（1906年建矿，削壁充填法采矿）也是湖南主要的锑矿区。广西锑储量为全国第二，具有代表性的为广

西高峰多金属矿（高峰矿业公司，铅锌锑铟多金属矿山，竖井斜井联合开拓方式）。西藏的锑矿资源亦十分

丰富，主要分布集中在藏北双湖-安多地区和藏南定日-隆子地区。藏北有代表性的锑矿床有美多、扎那等，

其中美多是藏北最大锑矿床；而藏南则有阿布纳布、鲁鲁、马扎拉及扎西康等锑矿床，其中扎西康（锑多金

属矿）是藏南规模最大的锑矿床，也是当前有代表性的正常在产多金属锑矿床之一。 

图8：中国锑资源分布 
 
图9：中国锑资源省市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2.2.2 中国锑矿可开采年限按静态比计算已不足五年，是四大战略资源中最稀缺的金属 

虽然目前中国仍是全球第一锑矿储量大国，但过度开采使中国锑矿资源的保障程度不断下降。根据安泰科的

调查数据，中国锑矿已利用的资源储量占国内总查明资源储量约49%，可规划利用的资源储量仅占总查明储

量约18%，很多国内已存锑矿山因过度挖采已被列入危机矿山。而根据USGS采用储量/产量的静态储产比计算，

中国的锑矿可开采年限仅为4.9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95年），并远低于俄罗斯（24.31年）和玻利维亚

（114.81年）。此外，从国内的四大战略资源开采年限比较，锑依然是最稀缺的品种，可开采数值远低于锡

（7年），钨（12年）及稀土（115年）。 

图10：中国四大战略资源可保证供应年限 
 
图11：中国锑资源可开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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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hoice，东兴证券研究所 

 

2.3 全球锑供应具有集中性，中国锑产量占全球 70%以上 

全球锑产出同样具有集中性特点。全球锑金属核心产出国是中国，塔吉克斯坦及俄罗斯，三国占全球总产出

比例91.2%。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锑供应国，产业规模稳定且产量全球占比超过70%以上（稳定年产量约10万吨）。

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从锑矿采选、冶炼、加工和贸易的完整锑产业链，主要产出基地分布在湖南、广西、云南、

贵州及西藏（占全国总产量约90%以上），主要产品除锑金属外包括三氧化二锑、锑酸钠及乙二醇锑等，主要

规模以上企业近60家，包括湖南闪星锑业、辰州矿业、广西华锡集团、云南木利锑业及贵州东峰矿业等。塔

吉克斯坦自2016年起锑金属产量年均维持在1.47万吨（全球产量占比12.1%），其境内主要矿山为列宁纳巴德

地区的安佐布贡锑矿；此外中国某公司在塔项目当前处于在建阶段，建成后年锑精矿金属量贡献约1.6万吨，

这意味着塔吉克斯坦锑金属产量有望翻倍。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锑生产国，其年均锑产量约1.04万吨，全球

产量占比7.8%；俄罗斯的锑矿全部来自Sarylakh-Surria矿山，但俄罗斯极地黄金公司未来锑精矿（含金属）

产量或有望增至1.5万吨，该公司目标为占据全球15%锑金属份额。 

图12：全球锑精矿（含金属）主要产出国分布 
 
图13：全球前三大锑精矿产出国变化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hoice，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1：全球主要国家锑精矿（含金属量）产出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金属统计，美国地质调查局，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中国 145000 120000 121597 110704 108000 97842 94792

俄罗斯 6500 7000 7760 8210 7300 10500 10300

南非 3800 3100 1615 1080 1200 1200

塔吉克斯坦 2000 4700 6350 9000 14232 13980 15994

玻利维亚 4000 5000 4843 4022 2670 2772 2557

澳大利亚 3828 3996 5004 2102 2406

缅甸 3300 3610 360 2881 4000

土耳其 3070 1917 2000 1999 2000

吉尔吉斯斯坦 1450 1200 1880 1077 676

总计 161300 139800 153813 143739 142646 134353 13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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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全球锑矿含锑金属年产量仅 13 万吨，锑矿产出增速未有明显扩张 

从全球锑矿产量近20年的数据观察，全球锑矿产量增速未有明显扩张。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与世界金属统计

的数据，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锑矿含锑金属年产量约13.3万吨，产量增速自2015年起出现阶段性的趋势下滑，

2016-2018三年年均降幅近-10%。此外，近20年内全球锑矿含锑年产出最高为19.7万吨（2009），年产出最低

为8.16万吨（2004），中位数及平均值均为14.5万吨,而近3年的产出均值为13.7万吨，整体显示出锑供应未

能有效释放，供给端依存明显刚性的现状。 

图14：2001-2018 年全球锑矿含锑产量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安泰科，世界金属统计，东兴证券研究所 

 

2.3.2 环保及产业政策影响影响中国锑供应稳定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锑供应国，中国锑产量的变化对全球锑供应产生直接影响，而环保政策及产业政策则对中

国锑供应稳定性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国内锑资源角度考虑，由于以辉锑矿为主的锑资源逐渐耗竭，环保政策

在近年来的严格执行令锑行业整体面临较大环保压力，压力主要源于环保督查及特别排放要求。从环保督查

角度观察，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自2019年-2022年执行，2019-2021年例行督查，2022年将开展生态督查

回头看，这意味着至2022年前全国锑行业的生产稳定性会受到环保督查制约；从特别排放要求观察，自2018

年6月至2020年，贵州、广西及湖南分别开始严格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于各省辖区内的锑

矿采选、冶炼等项目的排污进行严格管理，这无疑增加了锑行业的环保成本；此外，生态环境部在2020年3

月公开发表《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根据当前防控铊排放风险的要求，

预计锑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会进一步从严。而从产业政策观察，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及在2009年国土资源部曾下发的《2009年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

对锑矿施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并暂停受理锑矿探矿权及采矿权申请（2014年取消相关限制）都会从产业政策

和准入角度对锑的供应形成扰动。 

表2：近三年各地区环保生态政策相关事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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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部，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5：锑行业产业政策（1991-2018）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2.3.3 生产成本已对锑价产生有效支撑，供应刚性叠加大宗周期再至有望提振锑价均值回归 

根据锑金属的生产环节，其生产成本可大体分为四部分，分别是采矿成本、选矿成本、冶炼成本及费用成本。

从各个环节所产生的费用观察，当前行业内综合锑金属单吨生产成本大约为38000元，三氧化二锑单吨生产

成本至39250元，相对偏高的生产成本对锑价的运行重心形成支撑，这点从年内Q1锑价在成本线附近相对坚

挺的走势可以反映。从周期品的走势变化观察，考虑到锑供应端的相对刚性及年内价格极限测试后安全边际

的显现，预计锑价有望在供应端刚性且大宗周期回暖的带动下而有效回归10年均值，这意味着锑均价有望从

年内的3.89万/吨增至5.71万/吨，均价或增长47%。 

从锑矿采至金属产出相关成本细分如下： 

当前锑采矿成本主要与矿山地质构造、采矿方法及矿石品味相关，平均成本大约在9000-11000元/吨； 

选矿成本则基于不同的选矿方法而有所分化。锑选矿主要有浮选、手选及重选三种方式，其中浮选是最为普

遍的选矿方式，但当前大多数冶炼厂采用联合方式，整体平均成本在5000-6000元/吨左右； 

锑冶炼分为两类，分别是火法冶炼和湿法冶炼，火法炼锑是将硫化矿经挥发焙烧及熔炼，再经还原熔炼和精

炼变成金属锑；湿法冶炼采用硫化钠和氢氧化钠溶液浸出硫化锑精矿并得到硫代亚锑酸钠阴极液，然后电积

得到电锑，生产成本一般控制在6000-6000元/吨；而进一步由锑锭转至三氧化二锑，则需增加1000-1500元/

吨成本； 

时间 地区 事件

2020.01 湖南
湖南矿产活动开发集中区执行重点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

2019.12 广西
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利用重点区域执行重点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018.06 贵州 锑矿废水特别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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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相关费用，包括传统的三费支出，大约在5000-6000元/吨。 

表3：锑产业链生产成本分拆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3. 国内外锑行业主要公司梳理 

3.1 全球具有代表性的锑矿山梳理 

目前，全球锑矿山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加拿大等地。我们总结了当前部分锑矿的基本情

况，并选取了其中几家做简要介绍。 

国内有代表性的锑矿山： 

（1）锡矿山锑矿 

锡矿山锑矿属于湖南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拥有，发现于 1541 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锑矿，分南北两

个矿区，矿区面积 22.5 平方公里，为单一的低温热液金属矿床。据安泰科数据，2017 年锡矿山锑矿的保有

资源量约 523.82 万吨，锑金属保有量超过 30 万吨。 

（5）晴隆锑矿 

贵州晴隆锑矿是我国西南地区大型锑矿之一。根据 2011 年辰州矿业《关于贵州晴隆锑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可行性研究报告》，矿山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 263 万吨，平均品位 1.90%，锑金属量 49970 吨，锑矿田包括

大厂、后坡南、支汆、衫树林等矿段或矿床，总面积达到 420 平方公里。晴隆锑矿核定矿石开采能力 30 万

吨/年，总浮选处理能力 350t/d。 

（3）沃溪锑矿 

沃溪锑矿属于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湖南沅陵县，是全球罕见的大型金矿及金锑钨伴生矿，开采范围

包括红岩溪、鱼儿山、石床溪、花岩山、银厂沟等地。 

（5）渣滓溪锑矿 

湖南安化渣滓溪锑矿建于 1906 年，是国家重点锑品生产基地之一。矿区面积 78.75 公顷，资源储量 91.2 万

成本区间 成本平均

9000~ 11000 10000

单一硫化矿石 3000~ 5000 4000

硫氧混合锑矿 5000~ 6000 5500

单一过氧化锑矿 > 6000 6000

锑精矿至锑锭 6000~ 8000 7000

锑锭至三氧化二锑 1000~ 1500 1250

5000~ 6000 5500

39250总计

采矿成本

名称

选矿厂本

冶炼成本

期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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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年生产规模 7.5 万吨，地质品位 7.48%。公司采矿方法为削壁充填法、留矿法，选矿工艺流程为重选+

浮选。 

国外有代表性的锑矿山： 

（1）安佐布汞锑矿 

塔吉克斯坦安佐布汞锑矿于 1940 年被发现，1954 年建成第一个 100t/d 的矿石浮选厂；2005 年美国 COMSAP

收购其 100%股份，矿山生产增至 600t/d 水平。 

（2）远东锑矿 

俄罗斯远东锑矿主要指萨雷拉赫金锑矿和盛达昌锑金矿。萨雷拉赫金锑矿在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奥伊米亚

康区境内，品位约 6%，前身是俄罗斯国有企业。盛达昌金锑矿位于萨哈共和国（雅库特）上扬斯克区。二者

均由 GPM 公司控股，是一家经营锑、金、钛等多种金属的俄罗斯民营公司。 

（3）水獭溪锑矿 

水獭溪锑矿位于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2009 年控制资源量 164 万吨，锑品位 4.76%，金属量 7.8 万吨。水獭

溪锑矿年产锑金属 6000 吨左右。2009 年，湖南有色控股集团收购水獭溪锑矿有限公司 100%股权，矿区目前

处于关闭状态。 

（4）奥鲁罗金锑矿 

奥鲁罗（Oruro）金（锑）矿位于玻利维亚矿业基地奥鲁罗省西北部，矿区面积约 6.5 平方公里，锑储量约

35 万吨，平均品位为 2.24%。 

表4：全球主要锑矿总览 

国家 矿山 所属企业 
年矿石处理能力 

（万吨） 
备注 

中国 

锡矿山 湖南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52 
 

晴隆锑矿 贵州省晴隆黔富龙矿业有限公司 30 
 

沃溪锑矿 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18 金锑钨 

高峰多金属矿 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3 锡锑铅锌银 

渣滓溪锑矿 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7.5 
 

木利锑矿 云南木利锑业有限公司 9 
 

独山半坡锑矿 贵州东峰锑业股份有限公司 6 
 

板溪锑矿 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6.6 
 

箭猪坡铅锌锑矿 河池五吉有限责任公司 9 铅锑 

那丹锑矿 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5 
 

塔吉克斯坦 安佐布汞锑矿 COMSAP 20 锑汞 

俄罗斯 萨雷拉赫金锑矿 Geo Pro Mining 20 锑金 

加拿大 水獭溪锑矿 湖南有色控股集团 17 
 

澳大利亚 科斯菲尔德 曼德勒资源 15 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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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 奥鲁多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国内涉锑上市公司梳理 

（1）上市公司 A 

公司全资子公司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沃溪锑矿，位于湖南沅陵县，属于大型金矿及金锑钨伴生矿，

开采范围包括红岩溪、鱼儿山、石床溪、花岩山、银厂沟等地。2019 年，公司生产锑品 35347 吨，其中锑锭

10620 吨，氧化锑 17218 吨，含量锑 4955 吨，乙二醇锑 2404 吨; 

表5：上市公司 A 锑矿资源统计 

金属品类 单位 保有金属量 矿石量 万吨 

金 吨 140.91 

6596.6 锑 万吨 25.75 

钨 万吨 10.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2）上市公司 B 

公司锑金属资源丰富，目前合计拥有锑金属储量 27.75 万吨，其中国内矿区合计锑储量 14.52 万金属吨，境

外拥有锑资源权益储量约 13.23 万金属吨，总计储量占全国锑储量约 60%，占全球锑储量约 18.5%。据公司

公告，完全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锑精矿 1.6 万金属吨，届时公司锑金属年控制产量约 2.34 万吨（占全球总产

量 18%），公司权益产量达 1.54 万吨/年（占全球 12%）。 

（3）上市公司 C 

公司持有玻利维亚扬帆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D 铜矿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亚马逊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61%股份。根据 2019年报数据，公司在玻利维亚片区拥有矿业特许权 22个，面积 75.12平方公里，保有 332+333

类金锑矿石 396 万吨（扬帆 4 个矿业权 Sb 平均品位 0.54%）。 

 

3.3 主要锑冶炼企业梳理 

从中游冶炼环节观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锑品生产国，冶炼产能占到全球 70%以上。国内锑冶炼企业主要集

中在资源丰富的湖南、贵州、云南和广西四个省份，知名度较高的有闪星锑业、辰州矿业、东峰矿业等，四

省份锑品产量占全国的 80%以上。海外的冶炼产能主要来自俄罗斯、玻利维亚、塔吉克斯坦、美国和阿曼等

国。全球锑冶炼产能约 23 万吨，且仍有 5 万吨左右拟投产产能，预期总产能约 28 万吨。 

表6：全球锑冶炼产能一览 

 

国家/地区 单位 冶炼产能（吨） 备注 

国内 湖南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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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 5000 
 

湖南冷水江市振强锑业有限公司 6000 
 

湖南志荣锑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 
 

冷水江市光荣锑业有限公司 5000 
 

冷水江市森熠锑业有限公司 5000 
 

湖南湘峰锑业有限公司 5000 
 

湖南艳山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 
 

贵州 

贵州东峰锑业股份有限公司 7200 
 

贵州重力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8000 
 

贵州省岑巩县久通冶金有限公司 8000 
 

贵州华星冶金有限公司 5000 
 

云南 

云南木利锑业有限公司 7000 
 

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5000 
 

云南祥云中天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7500 
 

广西 

河池五吉有限责任公司 6000 
 

广西生富锑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广西万仕智稀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5000 
 

南丹县正华冶炼厂 10000 
 

国外 

俄罗斯 
Geo Pro Mining 

  
极地黄金公司 15000 

拟投建产能 塔吉克斯坦 塔铝金业 16000 

阿曼 三星资源公司/阿曼投资基金/Castell 20000 

美国 USAC 150t/d（Madero） 
 

资料来源：安泰科，东兴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锑矿过度开采导致锑品总量失控，锑品大规模走私抬头，环保及产业政策限制等。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有色金属行业：锑，稀缺但被忽视的不可再生战略小金属（一）供给端的刚性与市场的感性  P15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分析师简介 

张天丰 

金属与金属新材料行业首席分析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金融与投资学硕士。11 年金融衍生品研究、投资

及团队管理经验。曾担任东兴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CTA），东兴期货投资咨询部总经理。曾获得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期权联合研究课题二等奖，中金所期权联合研究课题三等奖；曾获得中金

所期权产品大赛文本类银奖及多媒体类铜奖；曾获得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豆粕期权做市商大赛三等奖，

中金所股指期权做市商大赛入围奖。曾为安泰科、中国金属通报、经济参考报特约撰稿人，上海期货交

易所注册期权讲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注册期权讲师。2018 年 9 月加入东兴证券研究所。 

胡道恒 

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学士。3 年证券从业经验，

2019 年加入东兴证券研究所。 

张清清 

钢铁行业分析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博士，2015-2018 年在宝钢从事产品开发及研究工作，对钢铁

行业的产品、技术和生产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2018 年 5 月加盟东兴证券。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

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

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http://ipoipo.cn/


P16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有色金属行业：锑，稀缺但被忽视的不可再生战略小金属（一）供给端的刚性与市场的感性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

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

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

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

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东兴证券研究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6层 

虹口区杨树浦路 248 号瑞丰国际

大厦 5层 

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

46F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554070 

传真：010-66554008 

邮编：200082 

电话：021-25102800 

传真：021-25102881 

邮编：518038 

电话：0755-83239601 

传真：0755-23824526   

http://ipoip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