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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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兴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文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德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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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3,581,521,718.00 82,945,887,867.64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540,305,139.33 24,524,468,942.98 -4.0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84,059,895.80 28.26% 7,649,476,758.50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6,737,387.76 387.28% -859,240,000.59 -43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4,822,675.12 263.06% -889,508,856.47 15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46,010,862.38 15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9 225.00%(1) -0.3084 -32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9 225.00% -0.3084 -32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1.10% -3.57% -4.68% 

注：(1) 注：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实施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总

股本由 1,857,393,734 股增加至 2,786,090,601 股，公司报告期与上年同期每股收益的计算基数不同,报告期为 2,786,090,601

股，上年同期为 1,857,393,7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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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4,4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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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68,516.6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360,9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33,925.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03,709.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17,3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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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0,268,85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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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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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53,931,206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 49,36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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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其他 0.96% 26,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0.79% 22,132,95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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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753,068,895 人民币普通股 753,068,895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571,578,484 人民币普通股 571,578,48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3,553,462 人民币普通股 173,553,46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931,206 人民币普通股 53,931,20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9,364,965 人民币普通股 49,364,965 

广州市华美丰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30,174,451 人民币普通股 30,174,4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省分行 
30,006,867 人民币普通股 30,006,867 

王一虹 29,714,398 人民币普通股 29,714,39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32,950 人民币普通股 22,132,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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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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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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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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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

度（%） 

原因分析 

应收账款 506,664,743.22 348,788,983.46 45.26% 
主要原因是信用证结算导致结算时点

差异。 

预付款项 519,648,743.94 252,419,778.77 
105.87% 

 

主要原因是预付铁路运费和天然气

款、电费增加。 

应付票据 125,050,150.08 327,190,636.21 
-61.78% 

 

主要原因是使用票据承兑汇票到期解

付。 

应付职工薪酬 135,506,227.09 377,422,775.24 
-64.10% 

 

主要原因是支付2016年末职工增发工

资和缴纳五险一金所致。 

应交税费 189,895,018.63 646,647,832.36 
-70.6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税

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850,880,591.78 750,000,000.00 
413.4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筹

资所致。 

预计负债 6,000,000.00 44,865,000.00 
-86.6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间接控股子公司水

泥股份清偿计提债务。 

股    本 2,786,090,601.00 1,857,393,734.00 
50.00% 

 

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5股，公司总股本由

1,857,393,734股增加至2,786,090,601

股。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营业成本 5,027,688,143.97 3,972,512,169.31 
26.56% 

 

主要原因是运费从销售费用调整到营

业成本核算。 

销售费用 228,766,986.04 1,079,009,611.08 
-78.80% 

 

主要原因是运费从销售费用调入营业

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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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151,895,870.93 500,340,709.93 
130.22% 

 

主要原因是受事故的影响，化工分公

司和海纳公司停工期间费用计入管理

费用-停工损失。 

财务费用 1,085,326,116.02 824,547,502.26 
31.63% 

 

主要原因是镁业公司转固导致利息支

出计入财务费用所致。 

投资收益 33,538,841.52 281,935,526.38 
-88.10% 

 

主要原因是2016年上半年转让了公司

间接控股子公司上海富友股权取得的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61,604,570.79 44,014,794.48 
39.9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取得政府补助增

加。 

营业外支出 19,414,621.65 3,048,046.34 
536.95%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盐湖镁业公司

环保罚款支出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859,240,000.59 260,248,410.28 

-430.16% 

 

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公司氯化钾销量

较上年同期下降；2.盐湖镁业金属镁

一体化项目、海纳化工PVC一体化项目

部分在建工程转固，报告期财务利息

费用化，折旧同时增加，导致亏损增

加及海纳化工2.14火灾事故的影响，

装置尚未恢复生产；3.本报告期较上

年同期处置间接控股子公司股权取得

投资收益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24,804,854.31 59,740,081.12 
108.9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间接控股子公

司蓝科锂业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91,270,511.16 928,082,027.26 49.91% 主要原因是1季度缴纳2016年12月

的增值税。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8,000,000.00 13,000,000.00 38.46%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投资分红收益比

去年同期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5,669,354.92 39,898,526.06 89.65% 主要原因是报告支付的保证金比上

年同期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75,700,000.00 1,542,000,000.00 -82.18%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发行的永

续债资金14.82亿元。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1,378,650,000.00 4,819,750,000.00 136.0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借款比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86,580,631.98 920,115,270.51 -47.1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的融资租赁

款比上年同期减少。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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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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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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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注：公司无法预计 2017年年度经营业绩情况，敬请关注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或业绩快

报。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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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7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钾肥销量下降的原因，未提供书面

材料。 

2017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7 年上半年钾肥销售情况及金属

镁、碳酸锂项目的进展情况，未提供书

面材料。 

2017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债转股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金属镁生产情况及亏损的原因，未提供

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锂资源情况及目前的生产状况，未

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及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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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新公司的进展情况，

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债转股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镁、锂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生产

工艺的优势，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新公司的进展情况，

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8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碳酸锂的储量及生产情况，未提供

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新公司的进展情况，

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上半年亏损的原因，未提供书面材

料。 

2017 年 09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 6.18 事故进展情况及对公司业绩

的影响，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碳酸锂及金属镁的生产经营情况，未提

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持有蓝科锂业的股份，未提供书面

材料。 

2017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有无大股东减持计划，碳酸锂产品

为工业级还是电池级，未提供书面材

料。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盐湖提锂技术是否可行，未提供书面材

料。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碳酸锂目前的产能，未提供书面材

料。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海纳公司是否复产，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新公司的进展情况，

未提供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碳酸锂目前的产量及产能，未提供

书面材料。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察尔汗盐湖锂的储量，未提供书面材

料。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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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9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碳酸锂装置目前的生产状况，未提

供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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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2017年三季度，公司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精准扶贫及脱贫攻坚工作要求，根据公司《精

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相关措施，扎实推进海东市乐都区马营乡4个帮扶村的脱贫攻坚和格尔

木市郭勒木德镇3个帮扶村的巩固提升工作。一、紧盯脱贫目标时限，抓紧落实帮扶举措。对

标省委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整改海东市马营乡4村的帮扶措施落实过程中

的不足和难点；巩固提升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3村的脱贫成果。二、持续开展调研摸底，不断

掌握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帮扶措施。7月份协调中化化肥专家前

往各贫困村进行现场农技培训为公司联点的4个贫困村的村民代表授予了中化农业“结对共

建，精准扶贫”工作基地的牌匾，充分发挥联点单位的优势，传播科技扶贫精神，倡导科学种

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提前了解贫困户农产品种植

信息，9月底已启动对贫困户种植土豆等农产品收购工作；并由公司各职能部门牵头，衔接驻

村工作队与各帮扶村做好帮扶资金及扶贫基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确保了各帮扶资金全

部用于贫困村危房改造、医疗救助、学业资助、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技术引进等帮扶项目。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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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按照公司《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落实2017年度既定帮扶措施，从危房改造、

产业扶持、助医助学、生活补助、招工就业、基金帮扶等方面开展精准帮扶。确保格尔木地

区3个贫困村按照省州市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和规定期限实现脱贫清零和巩固提升；确保海东地

区4个贫困村2018年各项精准扶贫措施落地，达到预期攻坚目标，依托政府优惠帮扶政策，积

极引导贫困户从“输血”到“造血”，提高贫困户内生动力，增收稳收、争取早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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