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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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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8609060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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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舜 李岩、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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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979-8434445 0979-8434445 

电话 0979-8448121 0979-8448121 

电子信箱 lishun000792@126.com yhjf0792@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三部分：氯化钾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其他

业务包括水泥生产、商贸连锁业务以及酒店业务。其中，氯化钾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收

入为公司报告期主营业务核心部分，报告期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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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主要产品 

1.氯化钾：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氯化钾的生产和销售是公司目前的主要业

务，钾肥设计年产能达到500万吨。 

2.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化工品：为充分开发利用盐湖资源，公司已投资建设多个项目，主

要投资项目包括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一期项目、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二期项目及金属镁一体化项

目、海纳PVC一体化项目、10万吨ADC发泡剂一体化项目、1万吨优质碳酸锂项目。 

报告期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化工项目产品包括PVC、甲醇、碳酸钾、氢氧化钾、碳酸锂、

纯碱、尿素等。鉴于公司综合利用项目化工一二期、海纳PVC一体化、海虹ADC一体化项目、

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等部分装置因建设周期长，投资较大，生产成本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公司

子公司盐湖镁业、海纳化工因产业链关联度高的影响，生产负荷较低，部分市场景气度高的

产品未能量产以及部分生产事故因素导致目前未能提供预期盈利。 

3.碳酸锂: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拥有一万吨碳酸锂产能，目前已达到设计产能的

要求。 

4.其他包括水泥生产、商贸连锁业务以及酒店业务，该部分业务相关企业的资产量和业

务量在公司占比较小。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专门成立了物资供应委员会作为公司供应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物资

供应委员会下由物资供应分公司统一负责各种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的采购，物资供应分公司

按照盐湖股份年度经营目标和物资需求计划，制定物资供应策略、编制采购业务计划、执行

采购项目、负责物流配送等事宜。物资供应分公司采取招标采购、询比价采购、竞争性谈判

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等多种方式，科学合理地确定采购价格。目前已在积极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进行一些物资的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目前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氯化钾生产及盐湖综合利用化工项目化工产品

生产，公司每年年初根据市场状况向下属各公司安排生产任务，在生产过程中实行精细化生

产管理，产品销售由公司统一销售，公司目前在大力推进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管理系统中生

产、销售、采购、财务、人事、档案等方面的计算机运用及信息集成，建立以信息化为支撑

手段的管控模式新架构，用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3.销售模式：目前公司销售产品主要为氯化钾、其他化工产品（PVC、氢氧化钾、碳酸

钾等）、水泥等，公司氯化钾在营销模式上与国内钾肥市场份额占前十位及具有钾肥进口资

质的贸易商进行合作，加快贸易产品的流通速度和市场布局，减少供应渠道价值链中上下游

博弈的内耗，提高周转效率和效益。化工产品销售模式主要采取经销和直销两种模式，通过

有实力并有一定渠道的经销商占领市场，同时向有条件的厂家和终端客户直接销售，获取部

分终端市场份额。 

 

（三）钾肥行业情况 

钾，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许多植物需钾量都很大，就矿质营养元素而言,

它在植物体内的含量仅次于氮。另外，钾有多方面的抗逆功能，它能增强作物的抗旱、抗寒、

抗病、抗盐、抗倒伏等能力，从而提高作物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忍耐能力，这对作物稳产、

高产有明显作用。农业生产实践证明，施用钾肥对提高作物产量和改进品质均有明显的作用。 

 

目前，中国现有耕地面积不足18.2亿亩，人均占有率已跌破1.4亩。其中，在我国现有的

耕地面积中，中低产田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二。近几年，伴随着国家对于中低田的大力改造，

过去“重氮、轻磷、缺钾”的不合理性逐渐被纠正过来。在此过程中，国内对于钾肥的重视程

度开始大幅提升。但由于中国钾矿资源稀缺，国内产量远不足国内需求，因此中国钾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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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依赖进口满足国内需求。然而，全球钾矿资源分布不均，垄断性极高，因此中国钾肥进

口议价方面毫无主动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钾肥价格居高不下，激活了全球

钾肥新产能的不断扩增。而公司是作为全国钾肥龙头企业，产能不断投放带动钾肥国产率的

提高，近年来国内的产能利用率也持续增长。 

图一：中国钾肥市场进口依存度 

 
图二：中国钾肥行业产能利用率 

 

 
1.钾肥的供给 

根据IFA报告中的世界钾肥供需情况来看，2017-2021全球钾肥仍将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2017年全球钾肥产能过剩率约10%。根据IFA报告中的世界钾肥供需情况得出，PCS、Mosaic、

Uralkali三个大型钾肥生产公司将分别扩产510万吨、160万吨、1108万吨，扩产后，其产能将

增至1900万吨、1310万吨、1500万吨。预计2017-2023年中一共有约1500万吨产能投产，同时

伴随着约700万吨产能的退出。钾肥供给仍然处于一个压力偏大，产能过剩，但是全球产能利

用率缓慢提升的过程之中。 

 

2010年以来，钾肥进口价格的大幅下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钾肥需求的恢复和增长。

同时也可看到，虽然自2009年以来国内钾肥需求在持续增加，到2016年超过1500万实物量。

但是，从2010年至今，国内钾肥产量不断增长，持续补充钾肥供给，国内钾肥市场一直处于

供过于求的状态。根据钾肥历年进口价格变化，在2012年之后，钾肥进口价格连年下跌也是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钾肥市场供需的反馈。 

 

2016年以来随着国内加大环保检查和治理力度，对化肥行业的整治力度也有较明显提升。

2017年延续16年的高压态势，尤其是多次环保巡视督查以及对于“2+26”城市的专项治理导致

华北地区的硫酸钾企业应环保因素处于低开工率状态，乃至淘汰出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2018年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2018年环保不会放松，对化肥市场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显现。国内受到资源禀赋的制约，

预期未来钾肥行业产能利用率稳中向上。 

 

2.钾肥的需求 

钾肥行业需求总量基本持平略有增长，但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硫酸钾、氢氧化钾等化工

类企业需求显著增长。且随着经济作物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钾肥

的施肥比例仍保持缓慢增长。全球来看，欧洲市场需求基本饱和，随着水溶肥、有机肥的推

广，需求或有减少；北美市场需求基本饱和；中国钾肥需求持续缓慢增长；印度钾肥需求持

续缓慢增长；中长期非洲将成为全球钾肥市场需求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巴西钾肥需求缓慢

增长。预计未来，钾肥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 

 

3.总结 

钾肥全球来看供给压力较大，国内新增产能有限。随着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的推进，

国内钾肥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提高，环保不过关的中小产能进一步出清。而消费结构升级

和作物对于钾肥的需求持续稳定增长，需求端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四）盐湖提锂及碳酸锂情况 

 

新能源汽车带动锂矿需求大幅增长，2016年全球碳酸锂折合需求量在19万吨。预计202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年销量或超过400万辆，按照单车需碳酸锂量为50kg测算，将新增碳酸锂需

求20万吨，未来三年行业需求量实现快速增长。行业供给方面，由于锂矿扩产不易，盐湖提

锂扩产受限于钾肥行业的限制，行业增速有限，未来三年行业供需格局有望持续偏紧，价格

维持高位强势运行。 

据Roskill估计，全球76%锂资源分布于盐湖，24%为矿石。盐湖资源主要集中在智利、美

国、玻利维亚、阿根廷、俄罗斯和中国，已探明重要的含锂盐湖有智利的阿塔卡玛、玻利维

亚的乌尤尼、阿根廷的霍姆布雷托、中东的死海、中国西藏扎布耶和青海盐湖等。 

目前卤水提锂的主要工艺有五种：沉淀法、吸附法、萃取法、煅烧浸取法、电渗析膜分

离技术，蓝科锂业采用吸附法，是根据卤水含锂的特性而采用的技术，察尔汗盐湖锂资源开

发优势：（1）资源优势：盐湖股份钾肥生产每年按产量500万吨测算，每年排放老卤量约有2

亿立方米/年，其锂离子的浓度在200-250毫克左右，即每年排放的老卤中锂资源折合氯化锂为

20-30万吨，该原料液为锂产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障。（2）技术优势：蓝科锂业年产

一万吨碳酸锂项目，于2010年引进俄罗斯吸附法卤水提锂技术，已突破从高镁低锂型卤水中

提取锂盐关键技术。（3）成本优势：蓝科锂业依托察尔汗盐湖丰富的锂资源及盐湖股份公司

工业园区的公共设施，吸附提锂技术碳酸锂的生产成本相对同行具有相对优势，也适合锂产

业大规模布局。 

 

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全球对于锂资源的需求将持续上升，碳酸锂行

业将较长一段时间处于景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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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盐湖提镁及镁行业情况 

 

我国镁资源世界第一。除中国外生产原镁的国家有8个，分别是美国、俄罗斯、以色列、

哈萨克斯坦、巴西、马来西亚、韩国和土耳其。全球原镁产量增量主要来自中国。 

1、2017年镁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1)政策支持镁行业发展 

  1月23日，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印发《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旨在突破

一批新材料品种、关键工艺技术与专用装备，不断提升新材料产业国际竞争力。《指南》给

出了镁材料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镁材料发展重点任务以及镁材料的相关保障措施。 

 2月4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7年第1号公告，正式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2016版），高性能镁合金及变形镁合金等列入其中。  

2017年我国金属镁消费量41.75万吨，同比增长4.98%，镁合金在汽车轮毂、高铁、享单

车等方面使用量在逐步的增加。 

2017年，国内原镁价格宽幅震荡，年均价14920.74元/吨，同比上涨5.43%。全年日均价波

动范围在13500-18600元/吨，全年最高价为8月份的18700元/吨，最低价为年初的13200元/吨。 
                                                      

 
 

图三：  2010-2017年中国原镁现货价格走势图（数据来源：镁业分会） 

2、镁市场中应用未来发展状况 

金属镁目前的生产技术分皮江法和电解法，国内基本采用皮江法生产。盐湖金属镁一体

化项目，拥有年产10万吨金属镁装置，以电解法卤水炼镁工艺，现金属镁装置已产出合格镁

淀，处于试车提升产能的过程中。随着“轻量化”深入人心，金属镁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镁应用拓展速度明显加快，而且，每年都有新的消费亮点，如镁合金成功批量应用于高铁和

地铁、摩拜镁车轮、全镁自平衡车、平板电脑外壳等。 

 

（六）PVC行业情况 

 

PVC（聚氯乙烯）是全球5大通用塑料之一，国内消费量仅次于聚乙烯和聚丙烯，是氯碱

行业的主要产品。2007年以前，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动PVC行业。2008-2013年，经济

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PVC产能增速由迅猛逐渐过渡到放缓趋势。规模不断提升自2013

年以来，国内PVC行业随着产能提升，国内PVC供过于求，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导致国内PVC

行业自发性出清落后产能。2014-2016年，PVC产能持续去化，而需求端的增长导致PVC装置

产能利用率持续提高，行业供需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供过于求走向了供需紧平衡的状态，

PVC价格也从底部快速反弹，2017年PVC行业处于景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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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PVC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1.PVC供给情况 

当前，国内PVC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呈现主产地从华北向西北转变，产业集中度提高

的格局。越来越多的装置采用一体化工艺，高成本小产能装置持续出清提高产业健康度。作

为高耗能行业，氯碱、电石和PVC新增产能的批准被严格限制；中国加入《水俣公约》对PVC

行业触媒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制约。未来PVC行业的新增产能将持续受到环保和能耗限制，

新增批复产能相对有限，行业供给格局将持续向好。 

2.PVC需求情况 

PVC下游主要为管材、型材等，占比超过50%，是房地产后周期行业。2017年PVC整体

消费增速增长较快，其中既有房地产投资增长强劲的因素，也有消费端升级带来的多元化下

游需求增长，预期未来几年PVC需求将维持相对稳定持续的增长。 
 

图五：PVC下游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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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PVC表观消费量及增速 

 
 

展望未来，PVC行业在自发性产能出清以后行业格局健康化趋势明显，预期未来整个行

业将进入健康景气的发展阶段，上游企业将能够回到持续盈利健康状态。 
 

（七）水泥产品 
 

2018年国内对水泥熟料及各别品级水泥全面启动去产能专项资金创新试点工作。在10个

省区，开展水泥行业去产能创新试点示范工作，组建省区级水泥投资管理公司，启动去产能

专项资金，有一批大企业启动收购落后产能生产线。中国水泥协会负责与试点省区及周边省

区签订《支持和保障去产能试点示范省份市场稳定协议书》，确保试点省区去产能成效得以

正确评估，为全国推广去产能专项资金创造条件。 

2018年开始“去产能”将成为主导中国水泥市场的主旋律，根据《水泥行业去产能行动计

划（2017-2020）》，2017-2018年度全国淘汰水泥熟料产能目标超过1.3亿吨，水泥粉磨站共

210家。水泥行业遏制产能过剩的手段将从当前统一错峰生产转向产能淘汰和兼并重组并举，

这一举措将一定程度上减少水泥行业过剩产能，降低水泥供需失衡严重现象，减少水泥行业

的不良低价竞争现象，对水泥价格能起到一定的支撑，而水泥价格也将从当前易跌难涨的局

面发生根本性转变。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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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699,406,120

.07 

10,364,138,892

.79 

10,364,138,892

.79 
12.88% 

10,882,222,496

.33 

10,882,222,4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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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59,237,936.

36 
341,264,735.38 341,264,735.38 -1,318.77% 558,966,247.06 558,966,24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78,821,010.

63 

-124,247,005.1

2 

-124,247,005.1

2 
3,343.80% 146,877,050.96 146,877,05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18,326,402.

18 

2,028,817,194.

67 

2,028,817,194.

67 
-25.16% 753,060,427.43 753,060,42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929 0.1837 0.12251. -1,318.69% 0.3514 0.23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929 0.1837 0.1225 -1,318.69% 0.3514 0.23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4% 1.44% 1.44% -18.78% 3.13% 3.13%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82,418,529,724

.80 

82,945,887,867

.64 

82,945,887,867

.64 
-0.64% 

80,713,207,457

.31 

80,713,207,457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236,395,748

.46 

24,524,468,942

.98 

24,524,468,942

.98 
-17.48% 

22,910,904,838

.09 

22,910,904,838

.09 

注：1. 注：报告期内公司因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公司总股本至 2,786,090,601 股，但不影响股东权益金额的，根据相关会计

准则的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并列报最近 3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80,468,465.39 3,384,948,397.31 2,584,059,895.80 4,049,929,36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650,123.01 -257,852,489.82 -336,737,387.76 -3,299,997,9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545,833.71 -285,140,347.64 -334,822,675.12 -3,389,312,15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686,251.32 874,898,944.99 -55,201,831.29 1,172,315,539.8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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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8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0,13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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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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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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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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47% 40,931,206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0.96% 26,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9% 22,132,95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68% 18,91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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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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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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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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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发行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7 年 3 月 6 日支付自 2016 年 3 月 6 日至 2017 年 3 月 5 日期间的利

息。按照《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

的票面年利率为 4.99%，本次付息每 10 张"12 盐湖 01"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9.90 元（含

税），扣税后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39.92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44.91 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6月3日出具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7）》，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发行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均与上一期跟踪评级等级维持一致。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73.02% 68.21% 4.8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1.35% 5.92% 15.43% 

利息保障倍数 -1.26 0.68 -2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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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围绕盐湖生态镁锂钾园发展战略和“走出钾、抓住镁、发展锂、整合碱、优

化氯”战略布局，确立了“为用户提供绿色镁锂钾”的企业愿景和“循环利用，产业报国”的发展

使命，在不同板块、不同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荣获了“全国钾肥行业质量领军企业”、全

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等桂冠。但也由于内外因

双重因素影响，公司出现了上市以来首亏。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16.99亿元，较上年增加12.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1.5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18.7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18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25.16%；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有：生产要素价格居高不下，钾肥销量的减少；海纳

“2.14” 、化工“6.28”安全事故的影响，2017年生产装置大部分时间处于停产中，市场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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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PVC、烧碱、水泥等均未能生产，并进行相关整改投入，导致亏损数增加；煤炭和天

然气供给不足导致化工装置不能满负荷运行；海纳、金属镁等项目大规模转固致成本增加。 

——顶层设计得到新加强。修编了公司“十三五”规划、中远期战略规划，进一步明确

了“盐湖生态镁锂钾园”发展战略和“走出钾、抓住镁、发展锂、整合碱、优化氯”战略布局，

聚焦镁锂钾三大产业，推动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纳入国家战略取得进展。向中办上报了《关于

统筹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通过新华社、行业协会等媒体向国家部委反映盐湖循环经

济进展与问题。 

——盐湖循环经济全面提质加速。金属镁一体化项目全线打通生产工艺，镁合金汽车压

铸件实现批量生产。一万吨碳酸锂填平补齐工程建成，2017年产量突破8000吨，已达到设计

产能的要求，启动了2+3万吨碳酸锂项目。钾肥系统发挥护卫舰作用，成为“国家循环经济标

准化试点示范单位”，实现了全省国家级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零”的突破，熔盐产品

首批18000吨硝酸钾和1000吨硝酸钠进入国际市场，融入一带一路。化工重塑价值链。海纳全

面复产。海虹在市场化法制化原则下通过与其他方合作恢复生产。北方公司大颗粒钾和BB肥

项目建成投产，四川盐湖化工建成电商平台，推进混合所有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按照“一降二去三强”重要举措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制定 了盐湖股份公司供给侧改革的初步方案。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与建行、

工行等签订框架协议，债转股工作稳步推进。 

——生态环保取得新成效。持续规范生态安全环保管理，建成投运环保五大治理设施，

环保“三同时”全面落实，“四废”达标排放并合规处置、污染总量有效控制，通过中央环保督

察组和国务院安委会安全检查组的督察检查。木里煤矿复绿整治已见成效，环境质量全面改

善，湖区建成百公里生态湿地水景线，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功举办2017盐湖

镁合金产业化与汽车轻量化发展论坛、中国粮食安全与农资未来发展战略论坛、光热熔盐储

能高峰论坛，成立新材料公司和镁产业技术研究院。聘请首席科学家，推行内部专家机制，

启动“822”科技创新行动，实施“专利倍增计划”，扩大科技创新成果。成立院士、博士工作站，

柔性引进高端人才。积极搭建创新平台，挂牌中科院盐湖研究所察尔汗实习基地等。新型锂

吸附剂研发、连续移动离交床等取得阶段成果。 

     ——企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创建“三基”三维管理模型、盐湖大学、盐湖党校等，形成“三

基”三维思维模式、语言模式、行为模式，三基三维管理创新获青海省国资委系统国企管理现

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等三个奖项。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党内巡察和内部控制形成了长效机制。

推广应用“四不放过”“四种形态”反“三违”，引入了精益化安全管理、TnPM、麦肯锡等管理模

式。成立盐湖国际贸易公司，发挥“7621”销售模式的稳定器作用。持之以恒降成本，从人、

机、料、法、环等10个维度，从化工、财务、项目、生产、供销、政策等6个方面挖好“六桶

金”，开源节流、夯基治本、降本增效再发力，管理成效显著。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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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钾 5,916,504,024.58 3,816,787,471.24 64.51% -12.73% -20.39% -6.21% 

盐湖资源综合利

用化工产品 
1,765,743,505.39 -406,019,444.78 -22.99% 76.69% 104.38% -3.12% 

碳酸锂 744,094,210.01 510,395,782.03 68.59% 139.92% 189.49% 11.74% 

PVC 642,574,922.95 -146,149,093.97 -22.74% -24.34% -67.40% 30.0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699,406,120.0

7 

10,364,138,892.7

9 

12.88%  

营业成本 7,778,271,374.16 5,940,619,706.72 30.93% 会计核算模式改变运费成本

由销售费用调入营业成本核

算导致增加。 

归属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4,159,237,936.3

6 

341,264,735.38 -1318.77% 报告期钾肥销售量较上年减

少，镁业公司、海纳化工亏

损较上年增加，资产减值损

失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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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

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变

更对公司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

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

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该变更对公司净利

润、所有者权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3、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号）将原归集于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

置收益单独列报，2017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溯调整。该变更对公司净利润、所有

者权益、现金流量等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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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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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报告期实际出资额 

青海盐湖比亚迪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49.5% 24,750.00 

青海盐湖启迪新材

料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5,000.00 50% 1,000.00 

青海盐湖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500.00 

青海盐湖精诚化工

有限公司 

2,000.00 94% 1,880.00 

辽宁北方盐湖实业有限

公司 

5,000.00 4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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