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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7-055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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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湖股份 股票代码 00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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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 李舜 

办公地址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电话 0979-8448123 0979-8448121 

电子信箱 qhyhgygf@126.com lishun000792@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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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5,416,862.70 5,273,228,142.98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2,502,612.83 329,353,717.93 -25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4,686,181.35 133,253,534.85 -5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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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1,212,693.67 550,289,904.05 -27.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75 0.1773 -205.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75 0.1773 -20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1.4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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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70,344,745.77 82,945,887,867.64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85,032,834.17 24,524,468,942.9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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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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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3% 753,068,895  

质押 250,000,000 

冻结 19,200,000 

中化化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2% 571,578,484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23% 173,553,462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93% 81,699,345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1.91% 53,351,470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7% 49,364,965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持

盈 96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74% 48,540,621    

广州市华美丰

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 44,519,109 14,344,658 冻结 44,519,107 

王一虹 境内自然人 1.56% 43,422,187 13,707,789 冻结 43,399,387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 

国有法人 1.08% 30,006,8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股东除广州市华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王一虹存在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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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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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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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2 盐湖  01 112154 2020 年 03 月 06 日 500,000 4.99%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8.96% 68.21% 0.7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5 1.4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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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逐步启稳，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中性，在成本和需求

的双重推动之下，化肥价格上半年整体温和回升，供需矛盾较去年有所缓和，市场呈现向好

迹象。在这一背景之下，公司坚持稳健持久发展的方针打造坚持改革创新双驱动，围绕盐湖

生态“镁锂钾园”的战略目标，提质增效优化产品生产，强化产贸运销平衡，深入开展开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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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降本增效，生产经营平稳。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6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4%，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亏损5.2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8.6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01亿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27.09%；每股收益-0.1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05.75 %，资产总额837.70亿元，负债总

额577.72亿元，资产负债率68.96%。 

（一）钾肥板块 

上半年国内钾肥市场整体保持平稳，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有所回升，氮磷肥价格的回落

则带动了复合肥价格的下跌，推动整体化肥用量上升，也提振了钾肥的需求；另一方面，受

环保因素影响，二季度国内整体开工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同期进口则出现较快增长。整体

看，钾肥需求向好且供应收缩，偏紧状态有望持续至下半年。 

从长期看，虽然农业供给侧改革提出了生态农业和减少农化用量的长期指导方针，但国

内钾肥在整体化肥中占比仅有8%，远低于全球17%的平均水平；同时，随着消费升级，带动

农业种植逐步由口粮作物逐步向经济作物倾斜，这将进一步加大对钾肥的需求。 

2017年上半年，共生产氯化钾197.67万吨，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共销售氯化钾产品

184.69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25.33%。 

（二）化工板块 

公司近年来积极推进多元化经营方针，目前已形成了PVC-烧碱-水泥的完整氯碱产业。过

去几年内随着国内高成本产能的陆续退出，国内PVC市场开工率已从13年的最低点48%升至

70%以上，而自去年以来的多批次环保检查，则对PVC上游原料电石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供

应持续收缩之下，需求则维持快速增长，上半年PVC价格整体保持强势，6月之后快速上涨，

距去年11月的高点仅一步之遥。烧碱则在电解铝和造纸需求的推动下大幅上涨，价格不断创

出新高。从长期看，环保高压之下，国内PVC产业链未来几年的新增产能有限，价格有望回

升。 

——综合利用一、二期基本情况 

报告期，公司对综合利用项目一、二期装置的运行，根据市场的状况，采取优化运行方

案、对标降耗、开源节流等措施，上半年亏损数较上年减少，上半年亏损2.89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2.36亿元。现由于受6.28事故的影响，生产装置停机，在停车期间对整体生产装置进

行排查安全隐患，展开消缺工作。 

——海纳PVC一体化项目 

海纳公司受“2.14”VCM精馏单元火灾事故的影响，海纳公司未恢复生产，目前装置的恢

复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8月底开始生产，海纳公司上半年亏损4.59亿元（含下属子公司亏损）。 

——金属镁一体化项目 

截至上半年，金属镁一体化项目14个主生产装置中除电石装置外，其余13个装置已贯通

工艺流程，进入试运行。新增脱硫脱硝装置已完成工程建设实体工程，正在穿插进行试车前

的调试工作。电石装置1号电石炉实体工程内部全部完成，正在进行调试和试生产准备工作，

下阶段将准备全面试车并逐步提升生产负荷，努力实现达产达标。 

因受项目部分装置转固，报告期财务利息开始费用化，折旧增加；上述装置因产业链关

联度高的影响，生产负荷较低，生产的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上述因素影响造成上半年镁业公

司亏损 4.39亿元 。 

（三）锂板块 

锂作为对盐湖资源综合开发的重点方向，公司近年来一直加大投入在锂产品上的投入。

今年上半年，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爆发，锂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26%至6346gwh，

受其带动，碳酸锂价格上涨13%。由于产能释放存在周期限制，加上中游贸易商囤货，目前

市场看多情绪较为浓厚，价格也呈现逐级上升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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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看，国内虽然拥有丰富的锂资源储量，但主要分布于青海和西藏，后者近年来产

量增速缓慢。但未来2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的不断加速，市场仍将维持紧平衡状态。 

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今年年初因受天气、气温等影响，后系统即沉锂系统于4月

10日开机生产。上半年生产碳酸锂2323吨，较上年同期增加142.58%。实现收入1.72亿元，实

现净利润8852.34万元。 

 为了使1万吨碳酸锂装置达产达标，在充分利用现装置的基础上，蓝科锂业实施了1万吨

碳酸锂填平补齐工程项目，目前工程进度较顺利，计划9月30日投料试车，2018年装置达产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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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变动情况说明： 

（1）本公司出资24,750.00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本公

司持股49.50%，对其拥有控制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公司先期出资1,000.00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启迪新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本公司持股50.00%，对其拥有控制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本公司子公司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资1880.00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

精诚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94.00%，对其拥有控制权，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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