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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的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母公司报表中 2018年上

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882,425,329.12 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936,786,965.88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年）》等

相关规定，董事会提出 2018年中期分配预案： 

以截至目前公司最新股本总额 653,007,263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

金 6元（含税）。本次共分配利润 391,804,357.80元，占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的 41.82%，剩余

尚未分配利润 544,982,608.08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珠峰 60033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晗东 严国庆 

电话 021-66284908 021-6628490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7楼 上海市静安区柳营路305号7楼 

电子信箱 zhufengdb@zhufenggufen.com yangq@zhufenggufe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365,132,345.37 3,235,300,842.02 3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86,558,703.98 1,703,997,352.66 28.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9,202,237.36 490,166,969.62 10.00 

营业收入 1,106,017,486.05 1,170,690,411.11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9,954,118.39 569,876,678.79 -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7,538,884.01 565,002,074.54 -4.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24 39.26 减少12.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116 0.8727 -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116 0.8727 -7.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1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9.39 257,191,663 239,770,016 质押 133,160,000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5.31 100,000,000 100,000,000 质押 100,00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

信托－鼎证 4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2.76 83,330,000 83,330,000 无 0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6.06 39,573,914 39,573,914 质押 19,000,000 



人 

刘美宝 境内

自然

人 

4.9 32,000,000 32,000,000 质押 18,000,000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32 8,615,887  质押 85,00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0.93 6,100,0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86 5,609,290  无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华融·一创卧龙 2 号

可交债基金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66 4,341,09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万家品质生活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3,345,04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与中国

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的生产情况如下： 

 
产量 

较上年同

期增减（%） 

上半年计划

数（万吨） 

上半年完成

度（%） 

全年计划

数（万吨） 

全年完

成度 



采矿量（万吨） 141.84 7.44 156.37 90.71 330.00 42.98% 

出矿量（万吨） 134.60 5.29 140.00 96.14 300.00 44.87% 

选矿处理量（万吨） 137.90 98.49 140.00 98.49 300.00 45.97% 

精矿产品金属量（万

吨） 
6.42 17.76 7.69 83.47 15.61 41.13% 

精矿产品金属量情况如下： 

  本期产量 同比增减（%） 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比（%） 

锌金属量（万吨） 4.03 -14.03 46.08 

铅金属量（万吨） 2.20 -26.67 34.23 

铜金属量（万吨） 0.19 56.04 44.57 

银金属量（吨） 50.51 4.49 42.5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克服一季度塔国偶发 60 年不遇之严重干旱，生产用水严重缺乏的不利

影响，二季度起，公司生产逐步恢复正常。公司利用水库水位较低的时刻，进行了水库加高加固

施工，提高水库的蓄水能力，为避免将来公司的生产用水出现紧缺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的铅精矿、锌精矿、铜精矿产品的产销率 100%，实现营业收入

110,601.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52%；实现利润总额 65,890.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7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995.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01%。 

报告期内，完成重点工作如下： 

1、强化开拓、探矿和采准工程，不断提高采出矿量 

公司通过强化开拓探矿工程施工、增加采矿人员，增加采矿量的同时增加采场数量等方式提

高采矿效率。2018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采出矿量继续提升。 

2、加强选矿生产系统技术改造，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来增加效益 

公司已启动选矿厂的提质增效技改工程，下一步可通过该技改工程达到提高选矿生产能力和

选矿回收率等生产技术指标、增加生产效益的目的，消除矿体地质品位下降对生产指标的影响。 

3、冶炼厂建设工程基本完成，正在办理粗铅出口销售手续 

2017 年 11 月 16 日，5 万吨粗铅冶炼厂建成点火试产成功。由于粗铅出口销售手续尚未办理

完，目前冶炼厂处于待产状态。 

4、完成境外锂资源项目收购，并积极推进其主要项目建设 

2018 年 4 月，公司通过持股 45%的 NNEL 公司，完成收购加拿大创业板公司 Lithium X 100%

股权，收购价 2.65 亿加元。 

SDLA 项目已经获得了年产能 2500 吨 LCE（碳酸锂当量）富锂卤水采选项目包括环评许可在

内的所有政府许可，项目采用太阳池蒸发法。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产能所需蒸发池建设，并已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往蒸发池注水晒卤。预计 2018 年底前后会有第一批含 2000 吨 LCE 的富锂卤水产

品产出，进入销售阶段。 

目前，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完成编制扩产至年产 2 万吨 LCE 富锂卤水的可研报告，项目在经

济和技术上可行。目前，公司正向当地政府申请扩产的环评许可等政府许可，并将在年内启动扩

建盐田的施工。根据现场盐田建设可用面积，预计全部建成后可年产不少于含 2.5 万吨 LCE 的富

锂卤水。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