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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参与公司 202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4月 26 日下午 15:00-17:00 

地点 价值在线（https://www.ir-online.com.cn/）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邱岳先生 

董事、总裁：李向罡先生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陈荣东先生 

独立董事：傅瑜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赵子明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对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

复，主要内容如下： 

1、请问董事会，可以介绍一下一季度新进入十大股东中

的外资股东情况吗？ 

答：2022 年一季度进入公司前 10 大股东的外资股东为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公司，感谢您的

关注。 

2、请问公司的红土镍矿，是公司自己开采与运输，还是

委托第三方进行矿区的清表、覆盖层剥离和剥采、挖掘、装



运及道路的修建。矿区的开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像董

秘讲的那样，露天开采，挖就行了，目前有没有项目委托意

向？自开发进展如何？  

答：根据矿产年销售量的大小，公司可自行组织人员进

行开采或在年销量大时委托当地的开矿公司进行开采。目前

公司拟对部分矿产再次进行区域性粗勘，未进行开采。感谢

您的关注。 

3、尊敬的领导，贵公司年报显示中苏镍矿公司营业利润

-4000 万，请问既然镍矿没有开采，这 4000 多万的费用是什

么？ 

答：营业利润-4000 万元，形成原因一是 2016 年开采并

销售镍矿产生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2700 万元，二是矿区

开发前期费用 978 万元，三是码头项目在建工程发生减值

203 万元。感谢您的关注！ 

4、请问公司在园区招引、产业链上下游拓展方面，采取

了哪些措施，接触过哪些企业，有哪些进展？  

答：公司“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园区采用煤、电、

路、港及金属冶炼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向上匹配矿产销售，

向下发展产成品贸易或不锈钢加工，横向承揽 EPC 总包业

务，纵向拓展建材生产等领域。公司全力推进园区在建镍电

项目建设，为后续的招商引资奠定示范化项目基础，感谢您

的关注。 

5、请问公司发行债券计划进展如何？是否已经终止？ 

答：公司发债事宜未终止，仍在推进当中，感谢您的关

注。 

6、请问印尼镍铁在建的镍铁冶炼线和电厂全部投产后，

按照产能，一年约需消耗镍矿多少吨？煤矿多少吨？产出镍

铁多少吨？有无二期三期规划？  

答：根据园区业主镍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数据，镍



电项目一期 4 条生产线投产后，年消耗红土镍矿约 175.80 万

吨（干基，镍含量 1.8%）、年消耗褐煤约 66.24 万吨（平均

热值 3692kcal/kg），以上可研数据仅供参考，最终需以业主

方投产后运营的实际用矿量为准，感谢您的提问。 

7、贵公司除了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还有没有计划和哪

些国家作新的业务发展？ 

答：公司目前没有在其他国家投资的相关计划，感谢您

的提问。 

8、你好，请问咱们印尼的镍项目大概什么时候能完工？ 

答：公司承接的投资方的镍电项目，克服疫情人员不

足、海运物流时间延长、成本增加等困难，正在全力赶工，

项目所涉生产线，争取年内陆续交付，感谢您的提问。 

9、为什么公司不发一些印尼工业园项目进展的最新照

片、视频呢？  

答：您的建议我们会着重研究，感谢您的提问。 

10、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年多无法完成董事会换届？ 

答：自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以来，公司一直

积极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进程。2021 年 6 月，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青岛城投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变更，

青岛城投集团需在综合研判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面临的风

险因素、进一步定位明确公司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向公司推

荐合适的董事、监事候选人。公司会积极协调推动相关各股

东方尽快提出董事会、监事会合适的候选人，将在相关候选

人确定后及时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提问。 

11、作为六七年的股东，一直在关注公司在印尼镍矿的

开发工作。记得去年说一期两条镍铁生产线十月底可以生

产，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投产不过注意到公司五月份拟修改

营业范围，那么六月底之前到底能不能投产一部分。 



答：公司承接的投资方的镍电项目，克服疫情人员不

足、海运物流时间延长、成本增加等困难，正在全力赶工，

项目所涉生产线，争取年内陆续交付，感谢您的提问。 

12、还有就是如果上半年菲律宾风电项目的款到账后，

能算作今年的利润吗？ 

答：您好，公司收到风电项目回款后会冲减应收账款，

从而可以冲减前期计提的坏账，坏账冲回会增加利润，回款

本身不能直接作为利润。感谢您的关注！ 

13、公司资源有详勘计划吗？有的话，预计几月份进

行？  

答：详勘所需要的成本较高，目前公司拟对部分矿产再

次进行区域性粗勘，感谢您的关注。 

14、您好：请问公司工业园的项目进度及矿产开采计划

如何？ 

答：截至 2022 年一季度，公司承接的 RKEF 冶炼项目一

期（4*33MVA 镍铁矿热炉）工程总承包项目，设备成套合同

完工进度为 93%，施工总承包合同完工进度为 66%；公司近期

拟对部分矿产进行区域性粗勘，以便更合理的制定开采计

划，感谢您的提问。 

15、请问公司所持镍煤锰等矿权证可不可以提前申请延

期？  

答：根据印尼法律规定，可以提前提交延期申请，感谢

您的提问。 

16、请问董事长：今年公司对发展印尼产业园有什么具

体计划？  

答：公司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今年将紧紧围绕既定目标

开展工作，公司将加强统筹调度，进一步加快推进入园企业

镍电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按计划完成设备物资采购、发运、

收货和安装调试工作；加强现场施工管理，要求各参建单位



严格按施工进度计划组织施工，保证施工质量，力争项目早

日交付；园区配套项目按计划同步完成，推进园区码头项

目、灰渣场工程、水源及排洪工程等公辅项目以及绕园道路

维护、路面硬化等基础设施配套的建设。随着后期园区从建

设阶段进入运营阶段，公司将积极拓展园区服务业务，为公

司业绩提供新的利润贡献点；同时，配合业主积极推进镍电

项目二期工程的启动工作；继续狠抓疫情防控不放松，积极

落实防护措施，进一步提高各参建单位人员的防护意识，做

好疫情督导检查，确保疫情防控管理到位。感谢您的提问。 

17、董事长好，我看到公司持有矿产但是没有动作，那

几时在矿业布局？  

答：公司近期拟对持有的部分矿产进行区域性勘探，以

便制定后续更合理的开采计划，感谢您的提问。 

18、贵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所称“2022 年

4 月 5 日，ELPI 致函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支付

不少于 1 亿元人民币，剩余款项计划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

前支付”。请问董秘，4 月 30 日之前，是否已收到相关款

项？ 

答：您好，公司已收到业主在函件中承诺的回款 1 亿

元，感谢您的关注！ 

19、这场是用文字进行交流吗？不是视频？  

答：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采用线上文字的形式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交流，感谢您的参与！ 

20、您好：请问供给业主的矿产等原材料是由公司控股

的子公司直接与业主签约还是由青岛中程签约？镍、煤等原

材料除了销售给工业园区业主外，是否还有外销计划？矿山

到工业园区的距离及物流环境如何？  

答：公司后续将根据业务具体情况确定合适的签约主

体；公司可根据矿产的开采量及市场需求进行销售；BMU 镍



矿位于公司园区附近，运输较为便利。感谢您的提问。 

21、Madani 镍矿约 2014 公顷，实际上年产出能有多少

呢?  

答：印尼 Madani 镍矿未进行详勘，粗勘选取两块区域，

情况为：勘探面积 31 公顷，测得镍含量 1.8%以上的储量约

625 万吨；勘探面积 183 公顷，测得镍含量 1.2%-1.8%的储量

约 2,287 万吨。感谢您的提问。 

22、请问公司在青岛的园区土地现状如何？有没有开展

生产经营活动？  

答：公司园区位于印度尼西亚，名称为青岛印尼综合产

业园，园区主要业务为招商引入镍铁冶炼相关投资方为主。

感谢您的提问。 

23、目前公司有多少员工在印尼产业园？  

答：公司目前在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有中国及印尼员工

共 574 名，感谢您的提问。 

24、公司在津巴布韦有项目么？有的话能不能简单介绍

一下？  

答：公司在津巴布韦没有投资项目，感谢您的提问。 

25、菲律宾疫情趋于稳定，请问公司派往菲律宾人员是

否已经办好相关手续？菲律宾若按期回款，公司收到回款是

否会及时公告？  

答：目前菲律宾项目的部分厂家人员已前往菲律宾项目

现场；近期，公司已按约收到菲律宾风电项目回款 1 亿元，

感谢您的提问。 

26、请问原材料销售的定价方式是签长协还是按现货市

场定价？  

答：公司原材料销售的定价方式需综合考虑客户的采购

量等因素，但会在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定价，感谢您

的关注。 



27、公司总说详勘成本高，但是只有搞清楚矿产储量，

公司才能更好的制定战略发展规划，保证印尼产业园规模适

度。  

答：目前，在印尼同行业矿产开采方式中，大矿区多采

用边勘边采的方式。公司根据目前的资金情况，拟对部分矿

产进行区域性粗勘，以便制定下一步的开采规划，感谢您的

关注。 

28、请问目前工业园有引入新能源产业的项目计划吗？ 

答：目前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没有新能源产业项目，后

续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及市场情况确定业务发展方向，感谢

您的提问。  

29、请问为了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大股东城投有没

有将关联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打算？  

答：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与青岛城投集团不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况，感谢您的提问。 

30、管理层好，究竟几时开采煤矿，让公司股价能有抬

升？  

答：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望您理性

投资，谢谢。 

31、镍铁生产线有什么计划吗？目前阶段是有什么进

展？  

答：截至 2022 年一季度，公司承接的 RKEF 冶炼项目一

期（4*33MVA 镍铁矿热炉）工程总承包项目，设备成套合同

完工进度为 93%，施工总承包合同完工进度为 66%。感谢您的

提问。 

32、一直在持续关注公司，我看 19，20，21 年，研发费

用逐年减少，是为什么？2021 年相比 2020 年的研发人员又

减少了，人才方面公司的重视程度如何？ 

答：您好，因公司经营定位调整，拟逐步转为管理型公



司，原有的国内工业生产业务近年陆续停产，公司已自动放

弃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研发费用相应减少。感谢您的关注！ 

33、印尼矿的生产难度大不大？  

答：公司所持印尼红土镍矿的开采难度不大，冶炼需要

投资建设冶炼厂及发电厂，投资较高。感谢您的提问。 

34、中程卖点是妖镍，公司之后会和新能源电池有挂钩

吗？  

答：后续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及市场情况确定业务发展

方向，感谢您的提问。 

35、您好！您说到一季度末，镍铁工程完成进度为

66%，是 4条线全部完成后交付还是先交付 2条，如果是分批

交付，预计首期 2条线的交付使用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生产线将争取于年内分批交付，感谢您的提问。 

36、公司真是全心全意发展印尼综合产业园，难道已经

忘了公司在青岛市城阳区有个工厂，请问那个工厂现在现状

如何？  

答：您好，城阳厂区主要为生产车间，目前相关生产设

备处于闲置状态，部分车间用于放置存货，办公区域仍有少

量员工使用。公司后期将根据经营规划进行厂区合理利用，

以达到资产效用最大化。感谢您的关注！ 

37、请问董事长，您做为青岛城投委派青岛中程的一名

高管，公司目前所有的业务都在海外，您是如何管理公司海

外这一块业务的？公司股价这么低，青岛城投和公司高管为

什么不增持公司股份？难道不看好公司发展，还是另有其它

原因？ 

答：公司近年来所有的人力、资源等均向海外项目倾

斜，以保障项目的快速推进；公司委派分管副总裁前往海外

项目现场进行指挥协调；城投集团已持股超 30%，增持面临

要约收购，需履行国资委、监管部门审批等程序；公司部分



高管持有公司股份，感谢您的提问。 

38、请问公司的矿产开采手续齐全了吗？ 

答：公司所持镍矿手续齐全，感谢您的提问。 

39、请问董事长，海外政策风险这么大，公司为何不急

于开发矿产？你们一直说矿产服务于入园企业，可是你们想

过海外的政策风险了吗？ 

答：公司在定期报告中已披露相关风险，并会积极寻找

应对方案，感谢您的提问。 

40、请问总经理，公司未来印尼产业园的规划或者未来

的想法？目前入园企业都是关联方？ 

答：公司 2022 年的规划已在年报之“未来发展与展望”

中详细披露；目前 3 家入园企业中仅有 1 家为公司关联方，

感谢您的提问。 

41、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东加、中加煤矿储量、煤种等

信息？ 

答：中加煤矿：根据 JORC 勘测报告，探测 160 公顷矿区

煤矿储存量合计约 340 万吨，经检验，煤质为空干基（ADB）

7200 卡/千克及以上，收到基低位（NAR）6900 卡/千克及以

上，此种煤质在印尼为最高等级优质高卡煤。另探测 150 公

顷矿区煤储量预估约 300 万吨，合计已探测煤储存量约 640

万吨。 

东加煤矿：其中 300 公顷，经初步勘探，探明 0-40 米范

围储量约 250 万吨，经采样分析：空干基高位（ADB）最低

6300 卡/千克，收到基低位（NAR）最低 5500 卡/千克，按照

煤炭 70 美元/吨（根据印尼近期市场母船离岸价），按收益法

预估价值约为 2290 万美元，另有未探明 40-150 米估计储量

250 万吨至 300 万吨，未作估价；其中 150 公顷，经声探 0-

60 米，探明储量约 150 万吨，未作估价，60-150 米未作勘

探，未作估价；其中 800 公顷，0-150 米未作勘探，未作估



价。 

42、请问董秘，现在火电厂已经建好，火电厂发电用的

煤是公司的吗？如果不是公司的，公司这么多煤完全可以开

采对外销售！ 

答：业主方目前电厂点火用煤为业主方前期储备的物

料，感谢您的提问及建议。 

43、印尼投资部长今天表示，吊销了 102 个镍的 IUP，

请问贵公司镍矿有被吊销的风险吗？ 

答：印尼属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环境较为复杂，市场开

放有限，对外投资存在限制，公司可能面临其国家政策的变

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多次提示海外投资

面临的政治风险，感谢您的提问。 

44、公司去年为何亏损这么多。 

答：您好，公司 2021 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一是因海外

建设需要，公司外派海外人员增加，加之疫情因素影响，各

项费用增长较大；二是本年支付大额股民赔偿款导致营业外

支出增加；三是计提、冲回减值对利润的影响同比差异较

大。感谢您的关注！ 

45、为什么 2021 年卖出的机械成套设备比 2020 年卖出

多这么多？ 

答：您好，机械成套设备的收入 2021 年增加较多，主要

因为新增了设备购销合同，且公司全力推进项目进度；另外

2020 年度收入较少，是因为项目进行技术改造调整，导致设

备成本总预算上调，使得部分收入冲回。感谢您的关注！ 

46、公司连年亏损，2022 年的发展战略如何呢？ 

答：您好，2022 年发展战略请您关注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十一、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感谢您的关注！ 

47、公司的大股东是否有增持承诺？ 

答：大股东的增持承诺已履行完毕，感谢您的提问。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2 年 4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