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0762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机构）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临 2021-032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媒体采访                      分析师会议 

特定对象调研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研讨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

姓名 
机构投资者（具体参会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1 年 10月 18日 13:30-17:00 

地点 上海浦东新区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规划投资部部长：张科 

规划投资部：索朗德吉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为促进日喀则经济发展并进一步优化其经济开发区投资环境，拟

利用当地及周边的锂电产业资源等以提高附加值及资源利用效率，进

而促进地方工业的转型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并促进就业，且受日喀则

政府邀请，公司将参加日喀则锂产业园区落地研讨会，并就扎布耶盐

湖开发等相关问题进行汇报如下： 

公司发展愿景是成为青藏高原矿产资源绿色综合开发利用的引领

者，成为宝武南向前沿阵地的建设实践者，使命是建设产业化矿产资

源的全流程，智慧型供应链，共建共享高质量钢铁生态圈，助力幸福

美丽西藏建设，建设宝武南向前沿阵地。战略目标：2021 年锂盐产量

4000 吨，2022 年 5000 吨，2023 年不低于 10000 吨，2024 年 17000 吨，

2025 年至 2026 年不低于 30000 吨。工艺采用膜分离和蒸发结晶为主，



               
 

盐田为辅的技术路线，本质为物理反应过程，生态、绿色工艺，充分

利用扎布耶光照条件，配套能源项目供应 100%项目所需的电力、蒸汽

需求，建设光热联产项目，实现“零碳”。提供西藏区域工业化项目

能源解决示范方案，具有可复制性，并可推广。 

1、9 月 24日发布日喀则锂业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中，东华科技中

标成为承包方，请问承包商如何选定？ 

东华科技是通过公开的招标流程选定的。公司先后与国内 6-7家

设计院有过沟通，选定可研单位时，东华科技因为在化工院中资质优

良，为综合甲级单位。另外，有承做藏格锂盐项目，有盐湖锂提的技

术基础。根据目前合同。东华科技负责 EPC+O，东华科技对我们的技术

层面做了一定的研发，提供了保函性质的担保，确保了项目的成功。 

2、对于 EPC+运营合同都有相应的考核和追责，目前情况怎样？ 

要求东华科技对 EPC 进行了保函，同时提供不低于三年的运营。

运营期间，产量和质量不达标有对应奖惩措施，确保项目按照可研设

计产出达产：1.2 万吨碳酸锂（其中 9600 吨电池级碳酸锂，2400 吨的

工业级碳酸锂），15.6 万工业级以上氯化钾（包括 200 炖的铷铯混盐）。

若出现极端情况，提供最高 8亿违约追责金，这笔金额足以用于更换

工艺技术路线。 

3、运营过程中，相应的产量、成本、回收率等经营指标如何考核？ 

考核最核心指标是产量和质量，如果产量和质量可以达标就可以

保证项目经济性。目前设计的三年运营期，第一年产量达到 50%。第二

年达到 90%，第三年满产。若这三年之内产量不能达标，东华科技需要

补偿差额的产品或者差额产量对应的资金。三年运营期结束之后产量

达不到设计产量的 95%，可以启动对其追诉 8亿的违约责任。另外还有

成本，现在投资金额是总价包干，当成本超出该额度以后，由东华科

技承担，投资收益中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的一定程度转嫁给东华科技 

4、万吨碳酸锂项目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创新，地处高寒地带，符合

看待项目实际的建设和运营的风险？ 

首先，东华科技作为国内综合甲级工程单位，拥有较强的技术实



               
 

力，有大型的矿山和化工的建设和运营经验。其次，中国宝武在工程

建设和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宝武集团组建了资深团队，帮助西藏

矿业进行该项目的推进。再者当地政府对项目非常支持，在物资准备、

工程建设、后勤保障方面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帮助推进该项目。

虽然工程建设可能会遇到一起困难，但在以上提到的合伙的共同努力

下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5、中标的报价 28.7 亿元，EPC19.2 亿，运营费 9.56 亿，如何理

解报价的合理性，具体成本如何分拆的？ 

工程建设费用，在项目可研阶段确定工艺，同时通过询价，大致

明确主要工艺的设备的投资范围，根据工程量的清单，预估工程建设

的费用，构成了项目的总投资，这个额度可能有偏差，但总体在合理

的范围。运营方面，根据可研的预测生产运营成本加上一定的管理费

用来考虑三年运营期成本设定评标范围，各家投标单位根据工艺优化

和工程经验来投标。最终我们根据商务分和技术标进行综合评价来确

定中标单位。 

6、若后期进一步扩产，是否还采用 EPC+O 的模式？ 

要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目前选择膜法+吸附法结合 MVR 提取电

池级和工业级碳酸锂。近期研发和测试，如采用吸附法或者双极膜电

解。等具体工艺确定以后才会策划工程建设的情况，不排除 EPC+O 合

作模式。 

7、配套的光热联产和光伏项目的进度跟万吨项目的能否匹配？配

套供电项目的运营和风险？ 

供电项目在万吨项目前期就启动了和国内知名能量服务商的深层

次的交流，总体进度两者是可以匹配的。授信，同步启动了配套能源

的 BOO招标，目前正在招标，招标要求工期和碳酸锂的工期要匹配。

其次，接触下来，国内几大服务商均拥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再者，自

治区政府也是大力支持，自治区的能源服务包括西藏电网也在和公司

进行接触中。 

8、到未来 25 年锂盐产能有没有确定性规划，现有产能规划如何？ 



               
 

现有产能规划，一期太阳池的工艺在 2023 年达到设计产能

（9000-10000 吨的锂精矿）。2025 年初步规划在扎布耶地区形成 3万

吨锂盐产能。目前两期项目正在按照公告节点推进，到 2023 年年底投

产。 

9、自治区政府要求 25 年要做到 5万吨的产能，有这个规划？ 

这个 5万吨的锂盐要求是自治区深切的期望。公司目前再和自治

区政府讨论能否整合自治区其他的盐湖资源，尽快开发。近期自治区

政府安排对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盐湖资源进行调查和普查，为后续的

整合创造条件。 

10、每年九到十月晒盐就会出来，最新进展如何？ 

今年预计锂精矿产量是 7000 吨，目前已经收盐阶段，会持续到十

月，十月下旬把锂精矿从扎布耶地区运输到拉萨的仓库进行储存。因

为十月运输条件较差，今年的产品可能保留到明年进行销售。 

11、宝武集团最大的钢铁集团，在新能源和碳酸锂的战略规划是

什么？西藏矿业在宝武集团能得到了什么样的优势和支持？ 

中国宝武的战略规划一基五元，但不可能为子公司制定专门的战

略规划，在新能源方面和碳酸锂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划。 

中国宝武和各省地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从高层层面为西藏矿业资源整合提供好的沟通条件。其次，宝武的技

术、管理、资金也会给西藏矿业一些支持，特别人才资源。 

日期 2021 年 10月 18日 

 

 

 

 

 

 

 



               
 

附件：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1 白秀丽 贵源投资 

2 陈艳芳 中产集团 

3 董华波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4 蒋建伟 上海臻宜投资 

5 赖正健 贵源投资 

6 李娟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李南平 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8 李勇 协鑫集团 

9 梁晓宇 中锂实业 

10 林红蕾 贵源投资 

11 凌晨 农银汇理 

12 刘慧莉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 刘金 百年资管 

14 刘秋丽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15 刘彦杰 上海瀚氢动力科技 

16 龙宗杰 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17 罗美莲 中战集团深圳龙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 吕振国 上海德朗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 牛舰 杉杉集团 



               
 

20 欧子辰 万家基金 

21 裴琼 中国化学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申坤 国泰基金 

23 沈志平 上海神农股份有限公司 

24 孙朝晖 国泰基金 

25 覃晶晶 兴业证券 

26 王冠桥 信诚基金 

27 王光伟 上海振世能源有限公司 

28 王青 东兴基金 

29 王帅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王翔 上海盛夕能源 

31 魏述彬 中锂实业 

32 吴光美 中国化学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谢海麟 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徐明德 华泰资产 

35 许寅雯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36 叶春莉 贵源投资 

37 于永波 四川科达洁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38 岳文骜 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张航 兴业证券 

40 张书恺 海富通基金 

41 张新泽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2 张弋清 兴业证券 

43 周伟锋 中信资本 

44 朱阳 中产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