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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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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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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建议本期不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也不实施送股及转增。 

利润分配预案详见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普通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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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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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1‐66284908 021‐6628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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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截至2020年末，公司主要在全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区开发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目前

主要业务为铅锌多金属矿山的采选生产，并销售铅精矿（含银）、锌精矿和铜精矿（含银）。同时，

公司正积极推进旗下阿根廷新能源储能金属锂盐湖公司的投资建设。项目建成后，锂盐湖资源的

勘探、开发和锂盐产品的生产销售将成为公司新的主营业务之一。 

1.商业模式 

（1）矿山运营 

公司强化矿业核心基础地位，优先保证旗下铅锌矿山的正常生产，计划有序提升其采选产能

至600万吨/年。同时，公司正积极推进旗下阿根廷锂盐湖公司的投资建设。项目一期建成后将年

产锂盐产品不少于2.75万吨碳酸锂当量（LCE）。长期来看，公司将积极兼顾锌、银等高增长矿种

和新能源储能金属矿种潜力。 

（2）资源配置 

公司面向全球配置矿产资源，主要投资对象为我国“一带一路”全球合作的相关国家和地区。

持续布局重要成矿区带地质找矿突破，培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质矿产资源总量，不断提升矿产

资源总量，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需求。 



（3）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对产品市场预判和年度财务预算目标，以及同销售客户的长单谈判结果，制订年度

生产计划；塔中矿业的采、选、冶生产组织，采取专业劳务承包为主的方式，实行产量、质量、

成本考核控制综合成本；公司集中统一管控采购、销售工作，通过加强管理，向市场要效益。其

中： 

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的采购业务是塔中矿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类物资、设备和备件。贯彻质量优先、价

格优先的采购原则，坚持询比价和招标采购模式。 

生产模式 

公司对采、选、冶生产组织实行计划管理模式，并按计划组织生产。其中：采掘生产采取劳

务承包形式，选矿和冶炼生产采取自营形式。 

销售模式 

公司精矿产品采用年度长单方式进行销售，即与客户约定全年的销售量，但不锁定价格。每

月的发货量按全年产量按月均分后执行，卖方有权对当月销售的产品数量进行20%增减调整。有

色金属矿产品国际交易的基本定价公式为：主产品以结算价为基数，乘以其金属含量，减去减免

部分，再减去加工费后作为计价基础；副产品金银以结算价为基数，减去减免部分，再减去加工

费后作为计价基础。 

公司所有产品的定价模式都遵行上述基本定价公式，其中锌精矿的加工费按当年国际市场认

可的长单基准（BENCHMARK）为对标，根据买卖双方签定的合同中的约定进行微调，铅精矿（含

银）和铜精矿（含银）的加工费根据买卖双方签定的合同为准。加工费的市场基准波动对公司精

矿产品的销售收入影响较为明显。 

具体结算流程为：产品根据发运日前5天伦敦金属交易所现货均价预估货值，买方在收到卖方

提供的发运单据和临时发票后付款。产品可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选择按月均价或点价进行结算，

按月均价方式进行结算时根据卖方指定月份的伦敦金属交易所现货月均价进行结算，按点价方式

进行结算时卖方可在LME 交易时段要求买方按即时的市场价进行结算。在按月均价或点价结算

后，买卖方进行最终结算，结清货款。 

公司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 

2、行业地位 

公司基于超大型有色金属矿床的资源储量，拥有亚洲范围内名列前茅的单一铅锌矿山（井采）

采选生产产能。公司完成扩产并达到600万吨/年的采选产能后，综合产能排名将列入全球前10。

规模优势使公司成本控制更优、销售客户稳定，保证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公司在新能源储能金属锂资源丰富的南美洲“锂三角”中心位置的阿根廷，正在积极

推进全资控制锂钾公司的安赫莱斯(SDLA)锂盐湖项目，该项目在卤水品质及规划产能等方面均位

居阿根廷境内可比公司（项目）的前列。同区域的另一阿里扎罗（Arizaro）锂盐湖项目为阿根廷

最大的未开发盐湖上，公司拥有湖区矿权面积338平方公里，未来开发潜力巨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778,381,196.07 4,178,371,159.12 -9.57 4,790,603,323.97 

营业收入 1,132,618,199.85 2,234,298,037.31 -49.31 2,046,309,846.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584,296.74 600,152,159.36 -94.90 900,664,996.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78,730.28 561,432,223.33 -98.53 900,550,533.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96,000,367.25 2,739,773,738.52 -23.50 2,172,240,958.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6,711,465.13 977,180,056.76 -62.47 658,470,170.5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35 0.6565 -94.90 0.98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35 0.6565 -94.90 0.985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9 24.46 减少23.17个百

分点 

42.8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25,968,982.82 182,461,187.30 142,339,617.93 281,848,4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0,266,793.44 9,713,330.89 -47,157,262.61 -42,238,56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3,311,219.27 13,463,664.62 -55,998,873.63 -52,497,27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396,390.61 93,515,940.94 360,568.22 210,438,565.36 

备注：2020 年 1-4 月，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塔中矿业生产经营未受到疫情影响，生产一切正常，

采选处理量创下历史新高；但 5-8 月，受到所在地疫情的影响，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8 月下

旬第一架商业包机实现补充人员后，复工复产得以逐步有序推进，12 月再次商业包机运送关键技

术人员后，已恢复至正常产能的 8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4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1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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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

限公司 

-18,944,776 349,663,552 38.25 0 冻结 349,663,55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鼎证 4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1,237,260 66,761,500 7.30 0 无   其他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922,334 47,471,638 5.19 0 冻结 47,471,638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

口有限公司 

-10,389,500 45,013,980 4.92 0 冻结 16,02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

泽启赋投资合伙企业 

28,700,000 28,700,000 3.14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刘美宝 -6,713,200 20,481,620 2.24 0 质押 8,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5,362,705 17,495,221 1.91 0 无   其他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0 12,062,242 1.32 0 冻结 12,062,24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陶新宝 2,520,000 4,000,000 0.4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8,840 2,839,387 0.31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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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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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2020 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 

2020 年一季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的扩产计划效果稳步体现，当期完成选矿处理量

82.83 万吨，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17.94%，较 2019 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 7.46%。当期生产的精矿

产品（铜铅锌）金属量 3.70 万吨，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20.91%，较 2019 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 2.27%。

采选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受疫情影响到行业供需关系，该时期公司产品市场价格整体较上年

度呈现下跌趋势，基本金属价格基本处于低位，公司第一季度在同比产量提升的情况下收入反而

下降的情况。同时，公司已预感到了疫情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做好相关防疫抗疫的准备工作，向

塔中矿业输送了大批药品和抗疫物资。 

从 2020年 4月底起，塔国宣布疫情，塔中矿业受此影响矿山产能受限，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公司积极作为，一方面积极开展防疫抗疫的相关工作，确保塔中矿业全体员工的健康安全。同时，

公司与塔中矿业在当地主管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组织论证疫情期间分阶段复工计划及其保障措

施，通过科学防控疫情，合理有序复工，以有效扭转当前公司运营中的困境。8 月首架商业包机

送去 200多名生产技术人员的同时，也接回了迫切盼望回国的同胞。12月，再一架商业包机运送

了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岗，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至 2020年末，通过公司自身的稳步自救，生产经营已恢复至正常产能的 80%状态。 

1、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1）铅锌基本金属 

采矿量完成 160.96 万吨，比上年 354.06 万吨减少 54.54％。 

出矿量完成 159.50 万吨，比上年 332.46 万吨减少 52.02％。 

选矿处理量完成 179.12 万吨，比上年 297.02 万吨减少 39.69%。 

精矿产品金属量完成 8.27 万吨，比上年 13.27 万吨减少 37.92％。 

（2）储能金属原料锂 

阿根廷锂钾公司联营的年 2500 吨碳酸锂当量产能的富锂卤水已经达产，稳定产出锂浓度

5.5%-6%的老卤产品，实现部分产品销售至国内客户。 

（二）经营业绩完成情况 

1、营业收入 11.33 亿元，比上年减少 49.31％。 

2、总成本 4.51 亿元，比上年减少 59.75％。 

3、全年实现毛利率 60.15％，比上年增加 6.87%。 

4、税后利润 0.31 亿元，其中塔中矿业税后利润 3.85 亿元。 

5、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 37.78 亿元，净资产 20.96 亿元。 

（三）其他重要事项 

（1）2020 年 4 月以来，塔中矿业受到所在地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矿山产能受限。公司制

订了疫情期间的生产计划和复产方案，并积极筹备抗疫防疫资金和物资，为此公司运营资金需求

压力巨大。同时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产品市场价格下跌幅度较大，产能受限及产品价格

下降进一步增加了公司的运营资金压力。 

2020 年 6 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认为公司目前面临生产运营不确定性

和运营资金需求压力的问题较为突出，防疫抗疫和维持运营的资金需求应当优先保障，的确无法

按期实施公司既定的 2019 年第三季度现金红利分派方案（10 派 3 元）。之后，待塔中矿业生产运

营恢复正常，公司运营资金周转平稳时，再及早向全体股东实施该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在经营情况好转后，及时实施了相关现金红利分派事宜。 

（2）2020 年 10 月，中国科协所属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第十届五次理事

扩大会议上，学会理事长陈晓非院士为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西藏珠峰资源分站）”授牌。通过

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可以发挥院士专家的技术引领作用，帮助公司培育科技创新团队，集聚创

新资源，突破关键技术制约，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公司将依托该院士专家工作站平台，借脑院

士、专家，引进“外智”，助力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业勘探和开发。通过在塔吉克斯

坦的铅锌矿和阿根廷的盐湖锂等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及产能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公司的效

益和效率，也能为投资所在国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 

（3）2020 年 11 月，塔国驻华大使萨义德佐达及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在上海参加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分别到访西藏珠峰上海管理总部。萨义德佐达大使表示，塔中矿业在塔

多年来的贡献已获得塔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作为驻华大使，他将不遗余力的全面为企业在

塔的发展做好相关服务和支持工作。诺罗夫秘书长和公司董事长深入探讨了上合框架下的重要项

目合作，为西藏珠峰未来与上合组织进一步合作指明了方向。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根据公司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

同负债。 

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于准则施行日未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数据进行调整。 

本公司将期末符合条件的应收账款重分类为合同资产，对可比期间数据不做调整。 

本公司将期末符合条件的预收款确认为合同负债，对可比期间数据不做调整。 

除上述事项外，本报告期其他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20 年度总资产、净资产、损益等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珠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Tibet Summit Resources Hong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TSRHK”) 

 NNEL Holding Corp. (以下简称：“NNEL.CAN”) 

 Lithium X Energy Corp. (以下简称：“LIX”) 

 Tortuga de Oro S.A. (以下简称：“TOSA”) 

 Potasio Y Litio De Argentina S.A. (以下简称：“PLASA”) 

  

 
本年度公司合并范围新增 Tibet Summit Resources Hongkong Limited、NNEL Holding Corp.、Lithium X 

Energy Corp.、Tortuga de Oro S.A.及 Potasio Y Litio De Argentina 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