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1.03.011

国际规则与标准化

2020年 4月财政部下发《关

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公告》，对境内 8省稀土永磁

企业所得税率减按 15%征收。此内

容公告下发关键在于，中国稀土永

磁材料出口态势与生产情况并不

相符。以 2019年出口数据来看，稀

土永磁材料出口总量达 4.07 万

吨，同比增长 3.7%；出口金额为

17.8亿美元，同比降低 4.8%。这

样的出口情况对于中国稀土永磁

材料产业来说并不乐观。有专家

指明，日本凭借自身优势技术在

世界范围内实施规模化稀土永磁

专利交叉许可，同时针对中国磁

企进一步树立起生产型专利壁

垒。此专利壁垒导致中国稀土永

磁材料出口到任何日方已申请专

利的国家，均需向日企支付高额

专利许可费用，这使得中国稀土

永磁材料出口长期呈现量增价减

态势。此情形下，中方企业出口成

本贸易成本被无限增多，使其“走

出去”亦频频受阻。对此，当积极

消除日本专利性壁垒造成的恶劣

影响，助力中国稀土永磁材料逐

渐成为国际引领方。

一、中国稀土永磁材料出

口日本及专利申请现状

（一）稀土永磁材料出口日本

现状

由表 1可知，近五年内中国稀

土永磁材料出口日本，无论是从

数量还是金额方面均呈现持续增

长态势。就出口数量而言，2015-

2019年稀土永磁材料从 0.261 万

吨增至0.45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31.85%。就出口金额而言，2010-

2019 年稀土永磁材料从1.522 亿

美元增至 1.985亿美元，年均增长

率为 9.67%。深入来看，出口单价

也在以年均 28.64%的增长率在持

续上涨。分析表中数据，2019年中

国稀土永磁材料对日出口数量虽

然增加，但出口金额的增长速率

却呈现跌落态势。出现此情况的

关键原因在于日本对中国稀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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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日本借助稀土永磁材料核心技术的专利优势，大规模在国际范围内签署专利交叉许可，不仅对本
国磁企实现了周密的专利保护，而且对中国也树立了坚实的专利壁垒。此背景下，中国稀土永磁材料正常出口

遭遇严重阻碍。为合理应对日方稀土永磁材料专利壁垒的层层封锁，首先外围破局，避开日本的核心专利壁

垒；其次采取行业保护措施，集中力量突破专利壁垒；再次政策扶持，督促企业加强稀土永磁技术深度；最后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通过主动接轨顶层设计的方式，持续推动中国稀土永磁材料出口贸易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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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2019年中国稀土永磁材料出口日本现状

时间
出口数量

（单位：万吨）

增长

速率

出口金额

（单位：亿美元）

增长

速率

出口单价

（单位：亿美

元 /万吨）

增长

速率

2015 0.261 23.70% 1.522 -34.45% 0.171 87.91%

2016 0.301 15.32% 1.827 20.03% 0.165 -3.51%

2017 0.335 11.29% 1.904 4.21% 0.176 6.67%

2018 0.437 23.10% 2.062 8.30% 0.212 20.45%

2019 0.452 3.43% 1.985 -3.73% 0.228 7.55%

数据来源：海关数据统计、中国产业洞察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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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专利制裁愈加严重，相关专利侵

权缘由发起的“337”调查更是屡见

不鲜。这使得中国高技术类永磁

材料出口几近腰斩，多数企业只

能被动选择初级材料。

（二）稀土永磁材料专利申请

现状

上海市稀土产业协会名誉会

长朱铭跃曾就稀土永磁材料专利

申请发言：“中国稀土永磁材料技

术领先国外 5-10年，但专利方面

的差距至少在 20年以上。”日本

企业早中国近 40 年即着手布局

全球稀土永磁专利，试图达成专

利权封锁目的。此举亦成为中国

迄今没有稀土永磁材料国际话语

权的根本原因。为扭转此被动局

面，中国颁发《国务院关于促进稀

土行业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此

后国内稀土方面专利申请量才开

始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图 1）。表

面来看，中国在稀土永磁方面申

请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增长速

率也相差不多。但事实上，日本所

申请的专利数 70%属于稀土永磁

核心技术专利，中国核心专利数

却不足 30%，这导致中国稀土永

磁材料出口极易受到日方核心专

利的限制。

二、日本专利壁垒限制中

国稀土永磁材料出口的表现形

式

（一）针对中国生产现状设置

基础专利壁垒

中国的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创

新还属于探索阶段，缺乏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意识。针对此情况，日方

利用不正当手段就中国稀土永磁

材料基础生产技术大量申请专

利。例如，国内永磁材料生产采用

二次静压方式。日企日立金属得

知后，当即早于中方对已实现的

二次静压工艺特意进行了专利申

请。对此，中国永磁材料生产企业

如大地熊每年被迫向日方支付高

昂的专利许可费用，且时间跨度

也因外围专利捆绑由 20年延长至

55年。另外，日企住友特殊金属企

业也以参观之名获取中国铷铁硼

生产工艺流程后，立即批量申请

相关捆绑性专利，恶意限制中方

铷铁硼出口。这使得中国虽然年

产铷铁硼永磁达 10万吨以上，但

受限专利壁垒年出口量不足 3万

吨。如此看来，日本设置的基础生

产专利壁垒，极大阻碍中国稀土永

磁材料扩展国际市场的步伐。

（二）申请未应用技术专利堵

塞中国专利通道

稀土永磁材料珍贵之处在于

制造高精技术设备，除铷铁硼，

铈、钬、镧、钆、镨、铽等元素亦是

重要磁体成分。日本住友特殊金

属企业在发现铷铁硼中的铷元素

后，不仅对已掌握技术进行专利

申请，还对未掌握的铈、钬、镧、

钆、镨、铽等元素生产工艺广泛申

请专利。这一行为导致中国后期

虽然实现镧、铈等元素生产，但无

法申请专利并进行出口。此外，日

本在并无生产永磁电机能力下，提

前在欧盟、美国等地申请专利，致

使中国企业虽有实力生产大量稀

土永磁电机，但囿于专利壁垒始

终无法实现批量出口。日本通过

编制未实现的技术专利，针对中

方树立了坚实的稀土永磁贸易壁

垒，使中方磁企无法在国际市场

大展拳脚。

（三）联手美国恶意阻碍中国

稀土永磁专利发展

一方面，恶意延长专利期限。

例如日本在铷元素发现的次年便

申请了为期 20年的铷铁硼核心专

利。但在专利年限到期后，日方并

未按照既定流程再次申请核心专

利，反而联手美国收购拥有外围

专利的公司，运用外围专利捆绑

核心专利的方式强制延长自身专

利期限。如此一来，中方稀土永磁

企业依然无法拥有后续铷铁硼相

关核心专利，出口仍然受到日方

限制。另一方面，日本联手美国对

中国磁业发起“337”调查。据悉，

截至 2020 年上半年中国以大地

熊、中科三环、安泰科技、银河磁

体为代表的前十大磁企均被实施
图 1 中日稀土永磁材料专利申请数量及增长速率

数据来源：Incopat数据库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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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查。正因“337”调查，中国企

业除非取得日美企业销售许可，

否则任意涉及专利的产品均禁止

向美、日出售。这促使以大地熊为

代表的一干磁企，其铷铁硼磁体每

年海外销售额的三成需支付专利

费用，极不利于出口业务扩展。

三、中国稀土永磁材料出

口遭遇日本专利壁垒的原因分

析

（一）专利法制不成熟

迄今为止，中国关于稀土永磁

专利方面的法规对企业稀土永磁

专利判定，并无实际推动作用。涉

及稀土永磁方面的专利纠纷，中国

企业多借助《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的意见》进行专利诉

讼。但此意见针对境外知识产权

的权利范围以及侵权认定并不明

确。简单来说，稀土永磁材料出口

被判定为专利侵权，企业并没有明

晰的化解参考机制。与此同时，稀

土永磁专业协会对于相关专利的

判定更偏向政府，并不能及时为

企业解决专利矛盾和专利纠纷。

即使有企业自发组成稀土永磁战

略联盟，但也因缺少政府制度规

范引导，并不能很好解决专利纠

纷问题。可见，专利法制方面缺少

足够力量支撑严重阻碍国内稀土

永磁企业的海外发展。同样，这些

企业在日本发起的专利侵权起诉，

亦无法高效完美解决。

（二）日方专利限制或制裁较

重

日、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使

用专利壁垒手段较为频繁，对中

国稀土永磁材料出口的制裁颇为

显著，且罚款金额在当批次总金额

的 30%以上。同时，中国经济网数

据表明，日本每年以稀土永磁专

利侵权起诉的案件中，中方涉及

超过 70%。日本积极主动地专利制

裁，严重侵害了中国稀土永磁企业

的正当出口利益。

（三）日本专利贸易壁垒覆盖

范围广泛

当前国际贸易中，专利壁垒是

知识产权壁垒的一种全新表现。

日本通过专利贸易壁垒限制中国

稀土永磁材料发展的同时，利用

国际知识产权向中国企业收取昂

贵专利费用，极大提高了中国相关

企业的海外发展门槛。近年，针对

中国稀土永磁材料的大量出口，日

方先后制定并推出了一系列专利

壁垒（表 2）。表中数据表明，日方

永磁材料方面专利基本涵盖 80%

核心高端产品。此情形下，中国除

8家授权的企业外，其余绝大多数

仅能内销或在缴纳高额专利费后

出口。总之，日方在稀土永磁材料

行业的国际专利数量巨大，且基本

涵盖稀土永磁核心专利，已然对中

国磁企向高精尖方向发展造成严

重影响。

（四）稀土永磁材料深加工水

平无力支撑新专利申请

中国产业调研网数据显示，中

国高性能永磁材料市场份额不足

10%。虽然中国供应全球超过 90%

的稀土资源，然而因深加工能力

不足以及定价权的缺失，稀土加

工材料只能粗浅加工后，以“白菜

价”流入国际市场。目前，中国稀

土永磁材料生产整体保持三大基

地及南北两大生产体系的格局。

此格局下，稀土永磁材料生产多

为粗加工，产品研发的下游应用

甚少涉及。头部稀土企业五矿集

团发布数据称，中国粗加工后的稀

土永磁产品最多以数十元的价格

销往国外，而美日等国做成终端

品后对中方的售价高达 1000元，

差价超百倍。这直接道出中国稀

土永磁产业在深加工领域存在相

当大短板。同时，稀土永磁材料研

发的高端核心技术多为国际大公

司把持，国内诸多企业根本无力

短期内实现产品创新并进行专利

申请，只能受制于拥有技术专利

的企业。

四、规避日本专利壁垒的

几点对策建议

（一）外围破局：绕开核心专利

壁垒

伴随中国工业的纵深发展，稀

土永磁材料将具有更广泛的市场

空间。是以，面对日本已有专利壁

表 2 日本稀土永磁材料的国际专利数量及说明

专利代号 专利壁垒说明 专利数量

H01F1 依据所使用的磁性材料区分的磁体或磁性物体 77

H01F7 稀土永磁体 8

H01F41 用于制造或装配在本类别装置设备或方式 39

B22F3
通过压实、烧结方式使用金属粉末制造设备零件或制

品，以及压实、烧结所使用的设备
21

B22F9 金属粉末制造或悬浮物 13

C22C33 铁基合金生产工艺 14

C22C38 铁基合金具体产品 25

数据来源：乐晴智库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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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中国稀土永磁企业可转换思

路，使用外围破局的方式绕开日方

核心专利壁垒。具体而言：一是联

合大中型稀土永磁材料企业，共同

进行相关应用技术研究。日方所

具有的专利多是在稀土永磁材料

核心制作、生产方面，中方则可转

向应用机械方面专利的申请避开

日方生产型专利，如精密医学仪

器、新能源汽车。二是提前针对出

口市场实施专利布局。中国稀土

永磁材料仅出口美、日两国便占

总出口比例的 60%。为扭转过度依

赖美日市场的局势，国内企业可利

用“一带一路”倡议优势，将稀土

永磁材料出口转向沿线国家，并

着手提前进行专利布局。头部企

业如大地熊、中科三环等可依据自

身科研方向在沿线国家市场提前

申请专利，避免与日本专利发生

冲突。

（二）行业保护：集中力量突破

专利壁垒

中国 7 家稀土永磁企业以联

盟方式应对美日“337 调查”取得

显著成效。以此经验，相关企业部

门应联手建立联盟，集中力量应对

并突破日本专利壁垒。一是国家

政府领衔成立保护稀土专利产权

部门，国家牵头应对日本专利壁

垒。专利技术专家也可寻找对方

稀土专利网络漏洞，继而由外交

部通过贸易磋商督促日方放开非

正常专利权限。二是扩大企业联

盟，共同应对日方“337”等不正当

贸易调查。以上述 7家企业联盟

为基础，进一步纳入龙头企业，扩

大稀土企业联盟。同时，联盟内部

应成立长期专利诉讼应对组织，聘

请具有丰富反垄断经验的专家律

师，积极应对日方发起的反垄断

诉讼。三是以 WTO反垄断条例为基

本，联合起诉日方专利垄断。就日

方提前申请专利、恶意延长专利期

限的行为，可从捆绑过期稀土工艺

专利着手，将日本企业起诉至

WTO，瓦解对方相关工艺流程专利

网络。

（三）政策扶持：强化企业研发

信心

国家有关稀土产业多数是对

控制开采、行业准入进行政策规

定，而这些政策对出口提振并无

实际助力。由此，应当合理调整稀

土永磁材料出口方面政策，强化企

业研发信心。第一，加强稀土永磁

企业研发资金政策扶持。稀土永

磁材料的研发需投入海量资金，部

分中小企业并无此资金实力。对

此，政府部门可进行企业资格筛

选，将具有研发实力但缺少资金

的企业纳入贷款优惠行列，在资

金、利率方面予以便利，提升其研

发积极性。第二，加强企业出口退

税力度。相关企业在向日美欧出

口时，需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为缩减相关稀土永磁企业出口成

本，政府部门可合理调档目前 15%

的额度，加强企业出口退税力度，

稳定出口信心。第三，调整稀土永

磁应用领域税收。就稀土永磁材

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应用

作用，政府部门可针对市场走向，

调整稀土永磁应用领域的税收，

促使稀土永磁产业链均能享受政

策优势，实现稀土永磁产业耦合

发展。

（四）主动接轨：参与国际标准

制定

中国稀土永磁企业若想大幅

规避日本专利壁垒限制，仅依靠

强化研发、专利申请尚有不足，还

需借助国际标准保护企业利益。

是以，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专

利标准的开发、制定，通过顶层国

标设计强化专利保护。一是利用

中欧 BIT谈判契机，写入稀土永磁

材料专利标准。正值中欧 BIT谈判

重点阶段，中方可积极与对方商榷

稀土永磁壁垒的标准，助力中国稀

土永磁产品突破出口专利壁垒。

二是在 CPTPP会议谈判中，就有关

稀土永磁与日方展开磋商。借助

CPTPP 会议中有关稀土永磁专利

谈判机会，中方可将相关专利壁

垒向日方表明态度，督促其放开

稀土永磁专利壁垒，解除不正当贸

易竞争。此外，即使中国并未拥有

稀土永磁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也应避免日本再次将专利技术融

入国际标准，为国内稀土永磁企

业突破专利壁垒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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