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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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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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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15,744.89 364,529,915.56 -2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286,986.55 122,983,012.98 -31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330,130.66 114,848,983.29 -6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716,315.80 66,966,126.71 68.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0 0.0617 -32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0 0.0617 -32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1.54%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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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9,991,842.43 9,643,558,999.41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39,996,438.35 7,906,626,635.56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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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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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633.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42,9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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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67,785.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4,040.34  

合计 -304,617,11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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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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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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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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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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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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永明  境内自然人 10.87% 216,803,365 216,803,365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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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31,595 质押 55,031,595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1.88% 37,463,027 0   

李明  境内自然人 1.71% 33,996,752 33,996,752 质押 33,996,752 

杨平  境内自然人 0.90% 17,848,295 17,848,295 质押 17,848,295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6,307,899 0   

宁波市星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9,600,000 0   

秦皇岛宏兴钢铁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7,0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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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7,463,027 人民币普通股 37,463,027 

李明  33,996,752 人民币普通股 33,996,752 

杨平  17,848,295 人民币普通股 17,84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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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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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炳华 4,697,808 人民币普通股 4,69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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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4,502,232 人民币普通股 4,502,232 

陈燎  4,010,627  4,010,627 

广州司浦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3,578,422 人民币普通股 3,578,4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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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600,000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600,000 股，占流通股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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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

融资 
29,960,889.74 86,637,391.47 -65.42%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款项。票据

贴息 

预付款项 199,124,071.34 132,941,786.27 49.78%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柴油、运费

预付款 

短期借款 295,000,000.00 415,000,000.00 -28.92% 主要原因：归还银行贷款 

应付账款 496,446,540.88 578,465,556.98 -14.18% 主要原因：支付供应商货款 

预收账款 126,154,969.31 160,933,463.01 -21.61% 
主要原因：本期给客户供货，抵

减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

薪酬 
16,256,712.68 21,477,601.12 -24.31% 

主要原因：本期支付员工年薪工

资 

营业收入 272,415,744.89 364,529,915.56 -25.27% 

主要原因：本期停止进行贸易业

务，且氯化钾销售价格较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 

营业成本 151,883,353.32 96,912,482.53 56.72% 
主要原因：本期将原销售费用中

铁路运输费计入本科目 

销售费用 8,050,434.03 70,691,362.23 -88.61% 
主要原因：本期将原销售费用中

铁路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 -314,405,257.67 0.00 100%% 
主要原因：巨龙铜业担保计提预

期信用损失 

资产减值

损失 
3,661,310.77 -8,653,117.90 -142.31% 

主要原因：本期应收账款减少，

计提的坏账金额减少 

营业外收

入 
2,839,941.92 1,698,874.16 67.17% 

主要原因：本期孙公司藏格锂业

收到政府补助 

所得税费

用 
10,727,710.18 19,568,951.79 -45.18% 

主要原因：本期销售收入下降，

利润总额下降，所得税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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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

品、接收

劳务支付

的现金 

144,336,857.78 62,142,449.03 132.27% 

主要原因：本期将支付的铁路运

费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计入本项目 

支付的各

项税费 
28,638,170.10 101,238,435.49 -71.71% 

主要原因：本期缴纳的税款较上

期较少 

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

动有关 

的现金 

41,826,652.32 65,396,419.17 -36.04% 

主要原因：本期将支付的铁路运

费计入“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

付的现金” 

购建固定

资产、无

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

的现金 

1,419,459.74 9,858,384.04 -85.60% 

主要原因：年产 2 万吨碳酸锂项

目一期工程完工，固定资产投资

减少 

分配股

利、利润

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

现金 

4,822,800.69 6,675,500.01 -27.75% 
主要原因：本期贷款减少，支付

的贷款利息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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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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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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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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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  超期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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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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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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股份回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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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解决该问题。目前藏格投资等补偿义务人正采取

处置名下资产、与包括纾困基金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沟通合作等措施积极筹措资金，

但解除股份质押需要融资的金额相对较大，仍需要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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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承诺完成重组项目的业绩补偿。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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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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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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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1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进展情况；股份回购注销进

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1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巨龙铜业情

况；碳酸锂项目情况；氯化钾和碳酸锂

市场行情，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1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巨龙铜矿情况和尾矿库建设情况；

碳酸锂和氯化钾生产经营情况；回购注

销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2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碳酸锂销售情

况；大浪滩情况；巨龙铜业情况，未提

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2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生产销售情况，未提供书面

资料。  

2020 年 02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股份回购注销情况；碳酸锂产销情

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疫情是否对生

产销售有影响，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股份回购注销情况；碳酸锂销售情

况；巨龙铜业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情况；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反馈公司电话无法接通的情况，未提供

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产销情况；大股东融资情

况；碳酸锂和氯化钾价格情况，未提供

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 2018 年占用资金归还情况；股份

回购注销进展情况；巨龙铜业情况；大

浪滩进展情况；公司资源储备情况，未

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销售情况；股份回购注销情

况；巨龙铜业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定期股东人数；承诺完成事宜；巨

龙铜业建设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情况；股份回购注销情况；

风险防控措施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碳酸锂生产销售情况；采矿权证有

效期情况；巨龙铜业情况，未提供书面

资料。 

2020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碳酸锂产销情况；氯化钾销售和市场价

格情况；巨龙铜业生产情况；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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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 2019 年业绩预告时间；2019 年第

四季度氯化钾产量；矿资源储备和开采

情况；碳酸锂进展情况；巨龙铜业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巨龙铜业情况；碳酸锂销售情况；

承诺履行情况；碳酸锂采用技术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2020 年 03 月 27 日 书面问询 个人 

咨询氯化钾和碳酸锂生产情况；建议及

时披露碳酸锂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

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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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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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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