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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ST 藏格                           公告编号：2021-3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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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藏格 股票代码 0004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东林 李瑞雪 

办公地址 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5-02 号  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5-02 号  

传真 0979-8962706 0979-8962706 

电话 0979-8962706 0979-8962706 

电子信箱 cdl_000408@163.com  2671491346@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拥有察尔汗盐湖铁路以东矿区724.3493平方公里的钾盐采矿权证，是一家以青海省察尔汗盐湖钾盐资源为依托的资

源型钾肥生产企业，氯化钾的生产和销售为公司报告期内核心业务。除上述业务外，公司在于2017年8月决定进军新能源领

域，在察尔汗盐湖建设年产2万吨的碳酸锂项目，其一期工程（ 年产1万吨碳酸锂） 已顺利建成投产，并于2020年实现销售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氯化钾主要用途为生产农用复合肥料，另外还可应用于其他钾盐制取、医疗、电镀、石油等工业

领域。根据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肥）行业分会的数据，中国氯化钾消费量中约有80%用于肥料；由于其性价比高，氯

化钾在农业用钾中起主导作用，占钾肥施用量的90%左右。 

     锂产品在现代工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电池工业、铝工业、润滑剂、医药、制冷剂、核工业及光电行业等新能

源、新材料领域有广泛的用途。随着技术的进步，锂产品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需求保持较快增长，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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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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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903,487,124.97 2,018,557,840.82 -5.70% 2,680,568,34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887,517.00 308,259,358.85 -25.75% 850,169,47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256,305.80 369,399,646.27 -47.41% 822,301,73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468,152.33 276,995,557.03 -162.99% 888,042,78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0.42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0.4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4.05% -1.12% 12.2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8,677,638,570.64 9,643,558,999.41 -10.02% 9,385,461,4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17,133,465.32 7,906,626,635.56 0.13% 7,435,201,825.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2,415,744.89 616,745,546.50 297,588,735.07 716,737,09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286,986.55 127,633,941.74 186,750,504.44 183,790,05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30,130.66 50,810,580.17 91,930,463.61 16,185,13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716,315.80 -157,718,072.53 -186,145,406.88 56,679,011.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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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92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71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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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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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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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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46,671,555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1.88% 37,39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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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23,220,828 0   

杨平 境内自然人 0.90% 17,848,195 0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6,307,899 0   

李明  0.71% 14,059,0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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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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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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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管理层坚持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精准施策，加强组织管理，强化落实措施，充分发挥和

调动全体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基本上完成了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生产经营目标，促进了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公司2020年生产钾肥111.51万吨，比上年度上升2.97%；生产碳酸锂4429.83吨；2020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9.03亿元，同比减少 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9亿元，同比下降25.74%，

导致本报告期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氯化钾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出现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1.切实加快新产品产销步伐，着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在稳抓氯化钾生产销售的同时，电池级碳酸锂产品的生产销售在有序的推进中。在公司及全体干部和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藏格锂业按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1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建设，并顺利投产，本报告

期内实现销售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  

2.坚持效率优先，技术工艺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管理部门还对技术工艺和车间内部进行了改造和完善，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效节

约了资源。面对电力、土地、资金等资源趋紧的形势，公司有效配置资源，开展“挖潜增效”措施，采取

节约用水、控制用电、高效用煤等节能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大技改投入，达到能耗与电耗的最佳

状态，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3.坚持创新发展，着力实施科技兴企。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着力点，在技术研究及改造上狠下功夫，花大力气取得了实效。2020年度完成《热

熔钾优化项目》的验收、圆满完成了《镁基功能材料项目》实验。开展了矿区卤水动态监测工作，完成对
43个盐湖卤水动态监测孔数据采集化验、数据整理、数据上报和维护工作。对矿区卤水进行监测，取样化

验，分析数据，对溶采车间溶矿工作提出相应性建设意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氯化钾 1,826,229,834.41 458,927,557.25 33.74% -7.68% -11.51% -24.7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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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政部对《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进行了修订，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5步法模型，并对特定交易(或
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和 2021 年 4 月 13 日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和 2021

年 4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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