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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7-073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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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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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齐锂业 股票代码 00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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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 付旭梅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朋东路 10 号 成都市高朋东路 10 号 

电话 028－85183501 028－85183501 

电子信箱 libo@tianqilithium.com fuxm@tianqilithium.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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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554,755.64 1,705,594,766.53 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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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3,990,680.03 746,799,909.97 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7,844,760.16 744,320,737.12 2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1,658,096.58 912,135,653.43 2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76 2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75 2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7% 21.52% 下降 3.4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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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7,770,597.70 11,205,934,319.54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14,424,084.40 4,591,314,807.97 20.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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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81% 356,124,600  质押 44,200,000 

张静 境内自然人 5.16% 51,290,8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4% 24,265,28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0% 9,991,7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

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6,088,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0% 5,999,73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

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5,363,193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4,395,1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3% 4,254,406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鼎 01 号 其他 0.43% 4,233,0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静女士与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即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先生系夫妻关系。除此以外，未

知其他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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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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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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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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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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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固体锂矿资源的开发、锂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锂矿贸易三部分。其中，控股子公司泰利森从事锂辉石精

矿的开采与供应业务，全资子公司射洪天齐与江苏天齐主要从事锂化工产品的生产，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主要从事锂化工产

品的销售及技术级锂精矿在大中华地区的贸易业务，全资子公司盛合锂业目前主要从事甘孜州措拉锂辉石矿采选厂的建设工

作，全资子公司天齐澳大利亚目前主要从事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的建设工作，全资子公司重庆天齐主要从事金属锂及其

型材的生产、加工与销售。 

（1）财务状况 

截止 2017年 6 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239,777.06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19,183.63万元，增幅为 10.64%。公司负债

总额 541,013.31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127.52 万元，减少幅度为 0.02%。资产和负债总额整体变动不大。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净资产 698,763.75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19,311.15万元，增幅为 20.59%，主要系公司经营积累形成。 

（2）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455.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1.57%；产品综合毛利率为 68.65%；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2,399.0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73%。其中，主营业务分行业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营业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采选冶炼行业 921,813,898.73 304,622,455.22 66.95% 86.09% 56.9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480,420,610.98 452,443,272.55 69.44% 23.13% 63.43% 

合计 2,402,234,509.71 757,065,727.77 68.48% 41.51% 60.76%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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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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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增加报告期其他收益 2,003,328.30 元，

减少报告期营业外收入 2,003,328.30 元 

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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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相比，本报告期增加子公司天齐西班牙、天齐鑫隆、重庆天齐和天齐芬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卫平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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