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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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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邦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太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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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29,453,064.02 272,415,744.89 5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3,122,336.37 -269,286,986.55 19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117,249.62 35,330,130.66 203.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3,495,522.07 112,716,315.80 21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7 -0.1400 188.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7 -0.1400 18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3.49% 190.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818,160,994.34 8,677,638,570.64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42,241,515.29 7,917,133,465.32 2.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42.4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61,013.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8,003.88  

投资收益中归属于巨龙铜业非经常性损益（包含信用担保损

失） 
143,699,524.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3,897.37  

合计 146,005,086.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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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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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7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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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藏格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08% 858,892,678 858,892,678 

质押 858,892,678 

冻结 858,892,678 

四川省永鸿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42% 387,228,181 387,228,181 

质押 387,228,181 

冻结 387,228,181 

肖永明 境内自然人 10.87% 216,803,365 216,803,365 
质押 216,803,365 

冻结 216,803,365 

北京联达时代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55,031,595 55,023,743 

质押 55,031,595 

冻结 55,031,595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1.87% 37,300,000 0   

藏格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 26,574,228 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新沙鸿运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 22,026,855 0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6,307,899 0   

杨平 境内自然人 0.70% 13,948,495 0   

李震 境内自然人 0.36% 7,27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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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00,000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26,574,228 人民币普通股 26,574,22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26,855 人民币普通股 22,026,855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6,307,899 人民币普通股 16,307,899 

杨平 13,948,495 人民币普通股 13,948,495 

李震 7,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70,000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7,054,100 人民币普通股 7,054,100 

赵静林 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0 

袁炳华 4,697,808 人民币普通股 4,697,808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3,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上市公司用于员工股权激励

专用账户。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和肖永明属于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以上已知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或存在关联关系外的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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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数（或本期 发

生额） 

期初数（或上 期

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690,504,275.90  461,743,891.20 49.54% 收到货款、部分票据到期

解付 

应付职工薪酬 9,031,022.13 14,458,303.94 -37.54% 本期支付员工年薪工资 

营业收入  429,453,064.02 272,415,744.89 57.65 本期二级子公司藏格锂业

销售碳酸锂 

营业成本  287,364,548.20 151,883,353.32 89.2% 本期二级子公司藏格锂业

销售碳酸锂相应的成本增

加 

  研发费用 3,552,510.12 93,481.71 3700.22% 本期子公司藏格钾肥研发

投入增加 

 投资收益 170,295,664.10  -314,405,257.67 154.16% 主要是西藏巨龙铜业预期

信用损失转回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624,956,365.37 354,435,839.67 76.32% 本期二级子公司藏格锂业

销售碳酸锂收入增加及藏

格钾肥销售回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97,490,532.17 28,638,170.10 240.42% 缴纳税款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6,516,575.15 1,419,459.74 359.09% 本期购买固定资产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首次回购股份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26,574,2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3%，购买最高价为 9.18 元/股，购买最低价为 7.29 元/股，支付总

金额为人民币 226,077,665.25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且符合既定方案。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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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藏格投资、

永鸿实业、

肖永明、林

吉芳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承诺藏格钾肥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预测

净利润分别为 114，493.89 

万元、150，245.23 万元、

162，749.76 万元。若不能

达到盈利承诺，按《利润

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进

行补偿。 

2016年07

月 26 日 
长期 

超期未履

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关于控股股东等补偿义务人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尚未履行主要原因系由于主要补偿义务人持有

的藏格控股股份绝大部分目前处于质押状态。公司已经多次督促补偿义务人并与财务顾问研究

以及赴深交所、青海证监局请教解决途径，尚未解决该问题。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已出售所持

巨龙铜业全部股权，并归还部分前期股票质押借款。藏格投资及其关联方正在积极处置藏格投

资及其关联方所持有的相关资产，包括其所持有的土地、房产等，回笼资金解决业绩承诺补偿

相关问题。公司下一步还将继续督促补偿义务人尽快解除其持有藏格控股股份的质押，尽快完

成业绩补偿。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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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30,000 

-

- 
38,000 -14,186.37 增长 311.47% 

-

- 
36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5 
-

- 
0.1906 -0.0712 增长 311.38% 

-

- 
367.70% 

业绩预告的说明 
1.预测 1-6 月相比上年同期碳酸锂销量增加；  

2.预测 1-6 月西藏巨龙铜业担保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转回。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

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1年01

月 0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和碳酸锂成本、产销情况；公

司摘星摘帽情况；巨龙铜业建设情况；大股东

融资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钾肥销售价格与同行业比较情况，未

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0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摘帽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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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

月 0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氯化钾和碳酸锂产销情况；公司摘星摘帽

情况；会计师出具年报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1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碳酸锂产销情况；大浪滩进展情况；大股

东缩股和回购注销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1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和碳酸锂产销情况；巨龙铜业

担保情况；公司摘星摘帽情况，未提供书面资

料。 

无 

2021年01

月 1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摘帽情况；碳酸锂产销情况，未

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1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和碳酸锂成本、价格、产销情

况；公司摘星去帽情况；大股东回购注销情况；

巨龙铜业未来发展规划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1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情况；摘星去帽情况，未提供

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摘帽情况；碳酸锂产销情况；大

股东回购注销情况；大浪滩情况，未提供书面

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2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成本、产销情况；大股东股权

质押、回购注销情况；巨龙铜业建设情况；大

浪滩情况；公司摘星去帽情况；消除“非标”

意见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生产经营情况；碳酸锂一期产

销、二期工程情况；公司出具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摘星去帽情况；大股东回购注销情况；大

浪滩探矿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1

月 2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和碳酸锂成本、价格、产销情

况；摘星摘帽情况；巨龙铜业建设情况；公司

是否发业绩预告，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0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成本、价格、产销和二期建设

情况；股权激励进展情况；公司是否发业绩预

告；大浪滩进展情况；摘星去帽情况；巨龙铜

业担保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0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碳酸锂产销情况；大浪滩进展情况；

摘星去帽情况；巨龙铜业情况，未提供书面资

料。 

无 

2021年02

月 0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摘帽情况；氯化钾生产经营和碳

酸锂成本、产销情况；公司是否发业绩预告；

股份回购注销进展情况，巨龙铜业情况，未提

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氯化钾和碳酸锂生产经营、销售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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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4 日 大浪滩情况；股份回购注销进展情况，未提供

书面资料。 

2021年02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氯化钾和碳酸锂产销情况；公司摘星去帽

条件、时间事宜；大股东缩股进展情况；三季

报报告中相关收益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0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限售股进展情况；氯化钾和碳酸锂具体用

途、产能、产量和未来发展情况；大股东资金

归还进展情况；巨龙铜业建设情况，未提供书

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0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会计师出具更正报告中相关事项，未提供

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0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巨龙铜业担保、建设情况；公司是否发业

绩预告；摘星去帽情况；会计师出具更正报告

中相关事项；碳酸锂二期进展情况；大浪滩进

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0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氯化钾和碳酸锂成本、价格、产能、产销

情况；巨龙铜业建设情况；股东持股人数情况；

钾肥部分股权冻结事项；摘星去帽情况；大浪

滩探矿情况；矿资源储备和开采情况；公司是

否按时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1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去帽情况；钾肥和碳酸锂成本、

产销及碳酸锂二期建设情况；巨龙铜业担保情

况；矿资源储备、开采和需求情况；公司是否

按时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1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矿资源储备、开采和需求情况；碳酸锂技

术、产销情况；公司是否按时回复深交所《问

询函》；会计师出具年报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1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是否按时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碳酸

锂一期项目技术、二期建设情况；公司是否发

业绩预告；钾肥的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书面

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近几年钾肥产量下降情况；矿资源储

备、开采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2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大股东刑拘相关事宜；碳酸锂二期建设情

况；公司是否发业绩预告；巨龙铜业担保和建

设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大股东刑拘后续相关事宜；巨龙铜业生产

经营情况；公司是否按时回复深交所《问询函》；

碳酸锂产销、二期工程进展情况；公司是否按

时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2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是否按时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碳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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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 锂产销、一期项目投产事宜；大股东刑拘后续

相关事宜；巨龙铜业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书

面资料。 

2021年02

月 2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是否按时回复深交所情况；大股东刑

拘后续相关事宜；钾肥近几年产量下降情况；

摘星去帽情况；碳酸锂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

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0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大股东刑拘和钾肥部分资产冻结相关事

宜；股东人数情况；钾肥和碳酸锂产销情况；

缩股进展情况；会计师是否能按时出具年报，

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0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大股东刑拘和钾肥部分资产冻结相关事

宜；会计师是否能按时出具年报，未提供书面

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0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大股东刑拘后续相关事宜；钾肥价格、生

产情况；巨龙铜业生产经营情况；会计师是否

能按时出具年报，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0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会计师是否能按时出具年报；钾肥部分资

产冻结相关事宜；摘星去帽情况，未提供书面

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年报延期事项；摘星去帽情况；大股

东刑拘事件后续相关事宜；钾肥和碳酸锂生产

经营情况；实控人股权拍卖相关事项，未提供

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0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实控人股权拍卖相关事宜，未提供书面资

料。 
无 

2021年03

月 0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实控人股权拍卖相关事宜；公司年报延期

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1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去帽情况；钾肥部分资产冻结相

关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11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碳酸锂生产经营情况；摘星去帽情况，未

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1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年报延期事项；大股东刑拘事件后续

相关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1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钾肥和碳酸锂价格、产销情况；大浪滩情

况；实控人股权拍卖后续相关事宜；摘星去帽

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1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实控人刑拘和股权拍卖相关事宜，未提供

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实控人股权拍卖的后续相关事宜，未提供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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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书面资料。 

2021年03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碳酸锂生产经营情况；巨龙铜业生产经营

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2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是否发业绩预告；实控人股权拍卖后

续相关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钾肥部分资产冻结进展情况；钾肥和碳酸

锂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2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钾肥近几年产量下降原因；钾肥部分资产

冻结后续相关事项；实控人案件后续相关事项；

巨龙铜业担保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碳酸锂产销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2021年03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咨询公司摘星去帽情况；碳酸锂二期工程进展

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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