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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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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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柳营路305号7楼 上海市柳营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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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483,074.98 4,178,371,159.1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15,283,903.50 2,739,773,738.52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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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12,331.55 318,081,075.07 -50.98 



营业收入 708,430,170.12 882,825,205.78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9,980,124.33 347,363,364.95 -6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774,883.89 342,846,285.82 -6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57 14.86 减少1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12 0.3800 -65.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12 0.3800 -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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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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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 349,663,552 0 冻结 349,66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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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 104,518,760 0 无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86 71,850,072 0 质押 71,850,072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06 55,403,480 0 无   

宁波合赏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7 32,600,000 0 无   

刘美宝 境内自

然人 

2.24 20,481,620 0 质押 8,000,000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2 12,062,242 0 质押 11,900,000 

高元钧 境内自 0.48 4,361,531 0 无   



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 5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0.36 3,333,000 0 无   

陶新宝 境内自

然人 

0.35 3,240,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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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发展情况 

1、铅锌行业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和实体经济需求放缓的影响，铅锌产品价格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

跌。根据 LME 的官方结算价格统计，锌金属的均价同比-25.08%，铅金属的均价同比-10.18%。 

在全球流动性宽松，消费阶段性恢复回暖的背景下，今年后期铅锌价格有望呈现震荡略强态

势，尤其是对于三季度价格表现，锌可能进入供给缺口阶段，铅因为再生铅产能供应受限也有正

面价格支撑。但对于未来一两年的较长时间，由于海内外经济进一步回暖的幅度或受限，流动性

宽松存边际转弱的压力，铅锌价格谨慎乐观。  

2、锂行业 

锂作为新能源汽车在内的储能材料上游资源，未来有很好的市场应用前景，这已是行业内共

识。作为两个基础原料来源，盐湖锂较矿石锂的成本优势也是明确的。今年以来的新冠疫情蔓延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影响的程度不一，总体还是延缓了上游主要厂商的原定产能投产计划。供需

平衡的重新构建，有利于锂行业产品价格的筑底和修复过程，也是包括公司在内的主要产能规划

项目加快开发的时间窗口。 



（二）主要经营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塔中矿业生产经营受到当地疫情影响限产。公司在董事会的科学决策

下，在董事长亲自指挥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千方百计克

服各种困难，努力组织生产经营。 

1、业绩完成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9.75%；主要系国际市场价格受疫

情影响下降以及塔中矿业销售收入减少所致，其中塔中矿业收入 5.80 亿元，下降 34.27%，新增大

宗贸易销售收入 1.28 亿元。报告期内总成本 5.5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14%；其中塔中矿业

成本 2.13 亿元，下降 24.90%，新增大宗贸易销售成本 1.28 亿元。上半年实现毛利率 52.18%，比

上年同期减少 17.39 个点，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新增大宗贸易业务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41.70 亿元，和期初基本持平；净资产 25.07 亿元，较期初减少

8.1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1.12 亿元，其中塔中矿业税后利润 2.20 亿元。 

2、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选矿处理量完成 120.18 万吨，比上年同期 142.84 万吨减少 15.86%。精矿产

品金属量完成 5.47 万吨，比上年同期 6.23 万吨减少 12.21％，其中：铅完成 2.22 万吨，比上年同

期 2.37 万吨减少 6.27％；锌完成 3.17 万吨，比上年同期 3.74 万吨减少 15.23％；铜完成 0.07 万吨，

比上年同期 0.12 万吨减少 36.14％；银完成 37.45 吨，比上年同期 39.10 吨减少 4.13％。 

（三）2020 年上半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疫情防控工作 

塔中矿业所在地今年 4月 30日发生疫情后，公司于 5月 1日立即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司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对疫情防控进行了具体布置，并立即启动了矿区大区域封闭措施，

全面投入防疫抗疫的相关工作。公司在制度、人员、资金、物资等方面对塔中矿业防疫抗疫工作

给与支持，当地政府也提供大力协助，对相关工作需求予以积极响应。 

阿根廷锂盐湖项目由于政府禁令的执行，以及湖区所在地并非人员聚居区域，主要根据政府

要求居家隔离为主。 

2、社会责任情况 

（1）2020年 1月 30日，西藏自治区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防止疫情扩散成为抗疫的

重点，抗疫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公司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筹备专业医疗防护物资，先成功将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 5000套一次性液体

化学防护服通过西藏慈善总会捐赠至西藏自治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又从国内订购了 5000套一次

性使用医用隔离衣运抵拉萨自治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物资保障仓库，用于医护人员的专业防护。 

（2）同时，塔中矿业作为塔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公司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第一时间在国

内采购了大批防疫物资，经多方协调，终于通过包机形式将首批防疫抗疫物资送到了塔国。除了

塔中矿业自用物资外，还包括当时最大一批次捐赠给塔国政府的 50台呼吸机，部分防疫物资、药

品捐赠给塔中矿业所在索格特州政府。 

上述两项防疫抗疫物资合计价值近 1000万元。 

3、复工复产的有关进展 

塔中矿业所在地自 4 月底宣布发生疫情以来，态势较为平稳，但截至目前还未出现明显的反

转，政府与民众的防疫措施更为常态化。公司在中塔两国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组织论证了疫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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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通过包机形式实现

第一批赴塔塔中矿业员工和矿山现场中籍务工人员的轮岗替换，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实现全面复工

复产。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塔中矿业现场员工和在塔务工人员（乙方工程队员工）共计约 3400余人，

其中中籍 912 人，塔籍约 2500 余人，分布于采矿和选矿作业区，采选产能已恢复至设计产能的



50～60%。 

4、资金通融的有关进展 

当前，确保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资金安排是重中之重。报告期内，公司在西藏自治区相关

部门、公司实际控制人等的帮助和支持下，完成了向江苏银行续贷、再贷的相关工作。同时，公

司还在与有关金融机构充分对接，希望针对短期流动性资金需求能给予切实满足，相关工作预计

将在下半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2020 年下半年工作重点 

1、不断强化公司与塔中矿业现场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在积极有效防疫抗疫的基础上，实现最

短时间的全面复工复产，最大限度达成既定的本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目标。 

2、结合 AR 锂钾所在地疫情发展的趋势研判，启动其联营 UT 项目的权益收购工作，并实现

一期项目产品的正常销售，打通整体营销环节。 

3、继续做好资本市场融资工作，筹集公司发展的资金，保证公司规划目标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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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