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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2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2018-019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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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39,532.70 164,327,337.12 4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34,816.19 -32,611,717.34 -1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301,612.78 -31,981,921.04 -1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93,945.69 -91,903,275.81 7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5 -0.0626 -14.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5 -0.0626 -14.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1.5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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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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017,326.12 3,106,891,990.24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9,517,652.13 2,156,843,943.6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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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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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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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13,60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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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6% 2,931,361    

上海混沌道然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混沌价

值二号基金 

其他 0.48% 2,480,413    

徐功荣 境内自然人 0.43% 2,262,100    

何燕挺 境内自然人 0.42% 2,1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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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29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3,607,855 股，持

股比例为 2.61%,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1,909,142 股;徐功荣截

止 2018 年 6 月 29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262,100 股，持股比例为 0.43%，其中托管

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2,262,100 股;何燕挺截止 2018 年 6 月 29 日持有

本公司股份为 2,195,300 股，持股比例为 0.42%，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的股数为 2,195,300 股:张福祥截止 2018 年 6 月 29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500,202

股，持股比例为 0.32%，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1,500,2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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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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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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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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本公司属于矿山采掘业企业，位处于西藏高

海拔地区，矿山生产受气候影响较大，一季度铬铁矿业务正处于冬季停产期，对公司半年度业绩有一定影响。此外，报告期

内受市场影响，公司主要产品之一锂盐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下跌，以及为增强公司凝聚力、提高员工的贡献力，调增了除高

管外的员工薪酬等因素导致本期利润减少。 

报告期公司生产铬矿石4,130.68吨、锂盐421.39吨；累计销售铬矿石6,828.05吨、销售锂盐302.31吨。 2018年半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23,503.95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23.48万元。  
   （2）由于今年1-4月白银扎布耶受停产、年度大检修的影响，经公司生产技术部分析论证并根据公司2018年第4次经营办

公会决定，其年度锂盐产量计划由4,900吨调整到3,350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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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93,582.42 23,873,630.87 55.03% 25.15% -31.74% 37.47% 

贸易 119,545,621.76 115,506,796.92 3.38% 12.72% 12.71% 0.01% 

其他  4,695,903.47   1,235,004.20  73.70% 8.27% 26.21% -3.74% 

合计 177,335,107.65  140,615,431.99  20.71% 16.05% 1.57% 11.30% 

分产品  

铬铁类产品 45,516,285.18 34,508,798.89 24.18% 1,037.43% 1,238.14% -11.38% 

锂类产品 37,975,902.50 18,737,437.27 50.66% 7.18% -36.73% 34.24% 

其他  93,842,919.97   87,369,195.83  6.90% -13.53% -14.03% 0.55% 

合计 177,335,107.65  140,615,431.99  20.71% 16.05% 1.57% 11.30% 

分地区  

西南地区 126,437,141.66 79,264,946.06 37.31% 17.20% -20.24% 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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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  25,792,043.75   27,606,394.04  -7.03% 24.74% 74.42% -30.48% 

其他地区 25,105,922.24 33,744,091.89 -34.41% 3.50% 45.27% -38.65% 

合计 177,335,107.65  140,615,431.99  20.71% 16.05% 1.57%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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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泰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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