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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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蒋卫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邹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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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0,844,747.12 44,633,926,792.92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163,495,374.44 10,136,152,982.7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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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601,333.95 -17.81% 3,797,141,307.73 -2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920,615.55 -114.20% 139,488,405.61 -9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091,771.16 -126.03% 15,504,553.21 -9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8,985,911.88 -54.89% 1,383,889,931.05 -5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15.15% 0.12 -91.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15.15% 0.12 -9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4.34% 1.38% -16.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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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7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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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07,117.92 主要系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209,090.4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87,541,097.09 
主要系汇率与利率套期保值及领式期权

公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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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980,462.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340,843.85 系对投资项目支付的相关费用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051,892.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482.86  

合计 123,983,85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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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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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86% 409,543,290  质押 96,040,000 

张静 境内自然人 5.17% 58,984,5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2% 24,265,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21,425,8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3% 20,870,3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8,200,09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63% 7,149,893    

安耐德合伙人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54% 6,17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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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5,555,5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5,37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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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9,543,290 人民币普通股 409,543,290 

张静 58,984,512 人民币普通股 58,984,5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26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65,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425,826 人民币普通股 21,425,8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870,366 人民币普通股 20,870,3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00,097 人民币普通股 8,200,09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7,149,893 人民币普通股 7,149,893 

安耐德合伙人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6,174,154 人民币普通股 6,174,15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55,547 人民币普通股 5,555,5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377,306 人民币普通股 5,377,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静女士与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即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卫平先生系夫妻关系。除此以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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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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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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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7,341,341.74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领式

期权公允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3,609,070.10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95,020,597.87  592,140,378.26  -33.29 主要系锂盐销售收入减少及票据贴现减少叠加所致 

应收账款  331,929,882.47   578,417,674.48  -42.61 主要系文菲尔德应收雅宝的应收账款有所下降 

存货  859,163,013.51   560,654,401.31  53.24 
主要系泰利森为后续新增产能投产提前储备原矿石导致在

产品等有所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429,755.28   100.00 系本期购买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在建工程 
 

8,016,277,439.59  
4,699,008,279.68  70.60 

主要系澳洲两期2.4万吨氢氧化锂项目建设和泰利森扩产

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65,565,917.07   280,328,664.77  173.10 主要系可抵扣亏损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66,984,539.54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金额

系汇率及利率套期保值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9,292,247.75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460,748,371.58   230,594,188.72  99.81 主要系公司增加票据付款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128,966,687.21   71,535,830.02  80.28 主要系销售预收款增加 

应交税费  249,904,429.70   396,399,345.86  -36.96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有所下降导致应付企业所得税

余额有所减少 

其他应付款  238,700,390.93   112,549,549.72  112.08 主要系35亿美元借款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库存股      27,040,027.20  -100.00 系限制性股票解锁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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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13,457,947.16   38,693,009.26  -65.22 主要系国内销售毛利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649,576,164.64   248,898,252.52  562.75 主要系并购贷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相应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920,653.93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的坏账准

备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按其他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规模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0,301,331.51  100.00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的坏账准

备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309,379,424.86   55,054,595.59  461.95 主要系SQM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7,974,985.64   -16,902,172.02  738.82 主要系汇率与利率套期保值及领式期权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570,536.80   -12,066,860.71   -78.70  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营业外收入  96,183,984.27   58,931,977.18  63.21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537,013.09   13,956,249.75  -46.00 主要系对外捐赠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1,424,251.06   735,423,516.30  -76.69 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83,889,931.05  2,781,656,783.01  -50.25 主要是营运资本的变动及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77,888,527.20  -5,781,048,406.82  53.68 

主要系较上年同期理财产品减少品迭收到SQM分红增加

所致 

*注： 

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QM 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两地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

SQM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业绩预告的时间，公司不能先于SQM公告季度财务信息前公告其业绩。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定：企业在确认、计量和报告各中期财务报表项目时，对项目重要性程度的判断，

应当以中期财务数据为基础，不应以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中期会计计量与年度财务数据相比，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

因此，公司在处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SQM经营损益时，采取通过财务测算模型对SQM 季度经营损益进行测算的方法以

确认对SQM 的投资收益。  

公司利用建立的财务模型系统对SQM 2019年第三季度净利润进行了测算。公司依据SQM 2019年披露的第三季度经营活

动指引为主要基础，搜集了市场一定时段内如锂化工品价格、钾肥价格、碘价、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等实际数据及相关信息资

料并加以整理，通过这些基础信息建立了SQM历史财务数据表格，获得比如税率、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管理成本等关键信

息。同时，通过市场第三方数据库建立SQM主要资产模型，其中包括阿塔卡玛盐湖(Salar de Atacama)卤水和天然优质生硝矿

石(Caliche Ore Mines)等资产。再通过资产模型获得产量、营业收入、折旧摊销等相关测试结果，并最后预测出SQM 2019年

第三季度基本的EBITDA和净利润等核心数据。 

该项收益与SQM实际公告的净利润按本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计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差异。本公司将根据差异的金额及

对本公司财务信息的影响程度，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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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全体股东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事项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通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以下简称“本次配股”）。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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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人民币1.00元。本次配股配售对象为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本次配股拟以实施本次配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

体股东配售，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141,987,945 股为基数测算，本次可配售股份数量为 342,596,383 股。本次配股拟将募集

到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偿还购买SQM23.77%股权的部分并购贷款，具体偿还方式根据相关贷款协议的约

定执行。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李斯龙均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案中

的可配股份。截至目前，本次配股申请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

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实施本次配股。 

2、拟发行美元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邦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邦德“）为发行主体发行境外美元债券（以

下简称“境外债券”），由公司为本次发行境外债券提供跨境担保，并向天齐邦德收取发行面额的0.25%作为担保费，担保期

限与债券期限一致。本次发行境外债券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地点有权部门审核，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19年7

月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3、签订日常重大经营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以下简称“TLK”）于2019年8月22日，9月25日分别与LG Chem.ltd（以

下简称“LG化学”）和Northvolt ETT AB（以下简称“Northvolt”）签订了supply agreement（以下简称“《长期供货协议》”），

两份《长期供货协议》约定的单一年度氢氧化锂产品基础销售数量合计约占TLK位于澳洲奎纳纳地区的氢氧化锂建设项目达

产后年产能的21%-25%。本次签订的两份《长期供货协议》将分别在2020年-2022年、2020年-2025年期间履行并确认收入，

对公司上述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内容可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25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LG化学签订长期供

货协议的公告》、《关于与Northvolt签订长期供货协议的公告》。 

4、公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拟

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和不超过 15 亿

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2019年9月15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同意接受公司的中期票据和短期

融资券的注册，公司可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发行11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和11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公司将根据资金需

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5、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TLK位于西澳奎纳纳的第一期“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已从调试阶段过渡到

运营阶段，预计将在2019年年底前进入连续生产和产能爬坡状态；公司控股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

森”）位于西澳格林布什的“化学级锂精矿第二期扩产项目”已完成调试，全面启动运营。公司现阶段的主要资本金支出将集

中投放在包括前述项目在内的已建成项目上，确保项目尽快顺利投产；鉴于奎纳纳二期氢氧化锂项目与一期项目具有极强关

联度，公司将在有效验证一期项目成熟运营基础上，结合市场变化、公司资金流动性以及项目经济可行性等情况，综合评判

和调整TLK二期氢氧化锂项目及泰利森三期化学级锂精矿扩产项目未来的资本金投放计划。 

6、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获得汽车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19 年 08 月 23 日 

详情请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汽车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5） 

首批预留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锁期解锁并上市

流通 

2019 年 07 月 26 日 
详情请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首批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三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5）和《关于首批授

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2019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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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四个解锁期解锁并上

市流通 

2019 年 09 月 20 日 
详情请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5）和《关于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7） 
2019 年 09 月 26 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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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6.36% 至 -94.55%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8,000 至 12,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20,011.2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公司由于收购 SQM 股权带来的并购贷款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

加。 

（二）报告期内锂价下行，产品销售毛利率降低。 

（三）其他：1.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 SQM 的投资收益，其实际全年

经营业绩的变化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有所影响；2.公司存在较大外

币负债，同时也持有部分金融资产，外汇汇率及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值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预计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会有较大影响，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

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金融衍  165,667,277.43  8,064,994.21  -34,978,500.38 187,341,341.74 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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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具 资金 

其他 50,429,755.28   50,429,755.28   50,429,755.28 
自有

资金 

合计 50,429,755.28 165,667,277.43 -    58,494,749.49 -    -34,978,500.38 237,771,097.02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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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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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66 2,000 0 

合计 4,066 2,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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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其他 机构 

详情请见 2019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9 年 8 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见 2019 年 9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9 年 9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其他 

详情请见 2019 年 9 月 2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9 年 9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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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签章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卫平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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