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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2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2017-016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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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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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矿业 股票代码 00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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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迎春 宁秀英 

办公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8 号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8 号 

电话 （0891）6872095   (028) 85355661 （0891）6872095 

电子信箱 xzkydsh@sina.com xzkynxy@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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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27,337.12 275,249,990.76 -4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611,717.34 10,561,806.34 -40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981,921.04 10,305,145.94 -41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903,275.81 115,802,988.07 -179.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6 0.0212 -395.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6 0.0212 -395.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0.56%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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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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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2,537,740.35 2,921,553,765.22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9,489,403.78 2,122,474,271.9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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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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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

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9.93% 103,799,275 19,587,035 质押 24,500,000 

成都天齐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16,838,219 16,838,2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9% 15,579,500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79% 14,537,855  质押 3,000,000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8,598,532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 8,419,109 8,419,109   

陈黎春 境内自然人 0.56% 2,927,257    

张福祥 境内自然人 0.46% 2,377,4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283,230    

郭俊君 境内自然人 0.37% 1,916,4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为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占股比例 60%。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4,537,855 股，持

股比例为 2.79%,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2,839,142 股;陈黎春截

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927,257 股，持股比例为 0.56%，其中托管

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2,921,557 股;张福祥截止 2017 年 6月 30 日持有本

公司股份为 2,377,402 股，持股比例为 0.46%，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

股数为 2,377,402 股；郭俊君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916,466 股，

持股比例为 0.37%，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1,830,76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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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虽然公司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但由于受公司地处西藏

高海拔区域，公司铬铁矿生产季节性较强，加之年初无库存，铬铁矿较上年同期销量减少；锂精矿从今年五月底、六月初开

始下运，影响到白银扎布耶的锂盐加工，致使锂盐产品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报告期经

营情况不理想，出现了经营亏损。 

报告期公司生产铬矿石6,845.33吨、生产锂盐302.88吨；在公司与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扎布耶草场补偿费支付问

题，锂精矿从今年五月底、六月初开始下运。2017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4,327,337.12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2,611,717.34元。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4,327,337.12 275,249,990.76 -40.30% 主要系本期自产产品销量减少。 

营业成本 147,917,826.03 168,286,293.68 -12.10%  

销售费用 6,694,436.09 7,595,211.29 -11.86%  

管理费用 42,030,893.42 43,327,062.40 -2.99%  

财务费用 -5,479,056.16 -2,724,900.35 -101.0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所得税费用 6,235,194.88 7,812,390.42 -2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1,903,275.81 115,802,988.07 -179.36%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602,640.60 -70,100,338.70 57.77%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5,378,716.39 347,616,275.99 -43.79% 主要系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成功，吸收投资

收到的现金增加，而本期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73,842,416.92 393,318,925.36 -81.23%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减少；另外，上年同期非公开发行成功，吸

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而本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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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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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采选冶 42,425,515.00 34,973,985.63 17.56% -72.23% -34.13% -47.68% 

贸易 106,051,802.21 102,482,710.11 3.37% -9.45% -10.09% 0.69% 

其他 4,337,133.79 978,565.85 77.44% 33.23% 27.40% 1.03% 

合计 152,814,451.00 138,435,261.59 9.41% -44.05% -17.52% -29.14% 

分产品 

铬铁类产品 4,001,665.70 2,578,863.94 35.56% -93.34% -94.72% 16.79% 

铜类产品 4,857,777.87 4,610,690.03 5.09% 370.20% 188.99% 59.52% 

锂类产品 35,430,985.00 29,613,295.60 16.42% -71.64% -18.55% -54.48% 

其他 108,524,022.43 101,632,412.02 6.35% 30.98% 30.86% 0.09% 

合计 152,814,451.00 138,435,261.59 9.41% -44.05% -17.52% -29.14% 

分地区 

西南地区 107,880,507.43 99,378,526.91 7.88% 9.30% 13.79% -3.64% 

西北地区 20,676,217.98 15,827,910.96 23.45% 44.65% 69.07% -11.06% 

其他地区 24,257,725.59 23,228,823.72 4.24% -84.85% -67.35% -51.33% 

合计 152,814,451.00 138,435,261.59 9.41% -44.05% -17.52% -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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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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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 戴扬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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