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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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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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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0891）6872095   (028) 85351955 （0891）6872095 

电话 （0891）6872095   (028) 85355661 （0891）6872095 

电子信箱 xzkydsh@sina.com xzkynxy@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矿山采掘业，报告期内从事的主营业务是：铬铁矿、锂矿、铜矿、硼矿的开采、加工及销售和贸易业务。山南分

公司负责对公司拥有的西藏罗布萨铬铁矿进行开采；控股子公司西藏扎布耶公司负责对公司拥有西藏扎布耶盐湖的盐湖提锂

及硼矿的开采。 

 1、主要产品市场及用途 

铬铁矿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是冶炼不锈钢的重要原料，在冶金工业、耐火材料和化工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铜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铜在电气工业中用量最大，此外，在国防、机械制造、有机化工及工艺美术、农业

中均有使用。 

    锂矿，锂及其化合物是国防尖端工业和民用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原料。在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冶金工业工均有应用。

溴化锂制冷剂、锂基润滑脂均有广泛应用。锂电池是一种新型能源，广泛应用于信息产品、摄像机、照相机、电动汽车和民

用电力调峰电源等。 

2、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铬铁矿： 

 现阶段开采方法为分层崩落法，采场内用凿岩机打浅眼，爆下的矿石用人工装胶轮车运至采场溜井。溜井下安装放矿漏
斗。阶段运输采用翻斗式矿车，斜井采用串车提升。 

电解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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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为露天开采，采矿方法为公路运输开拓，经穿孔、爆破、装载环节后，矿石经汽车运输送至破碎站进行破碎，废石

用汽车运至排土场。破碎合格的矿运至电解车间堆场筑堆，通过堆浸--萃取--电积工艺生产电解铜产品。 

碳酸锂精矿： 

以扎布耶盐湖卤水为原料，利用自然界太阳能及冷源在预晒池、晒池中进行冷凝、蒸发，析出各种副产品，并提高卤水
中Li+浓度，所得富锂卤水在结晶池吸收太阳能使卤水增温后，逐渐使Li2CO3结晶析出，结晶产物经干燥、包装即得到锂精

矿产品。 

工业级碳酸锂、单水氢氧化锂、电池级碳酸锂：锂精矿通过球磨机磨细，调浆加入热洗罐，加热恒温后，由带式过滤机

分离后得到固体，加水调浆后制得精矿料浆。 

精矿料浆和生石灰料浆混合，加热恒温后进行化学反应制得稀氢氧化锂溶液，形成的渣经过水洗后外排。氢氧化锂稀溶

液加热蒸发后形成浓溶液，得到完成液氢氧化锂浓溶液进一步加热蒸发制得氢氧化锂的过饱和溶液，冷却结晶后，通过离心

机固液分离后得到氢氧化锂的湿品，经过烘干处理就可以得到单水氢氧化锂。 

 一次蒸发完成液通入碳化塔与二氧化碳反应得到碳酸锂料浆，通过离心机将固液分离，得到工业级碳酸锂湿品，烘干后

得到工业级碳酸锂。 

精矿料浆打入碳化塔与二氧化碳反应，化学反应后形成碳酸氢锂溶液，经过树脂除杂后，得到纯净的碳酸氢锂溶液，加

热进行化学反应后得到碳酸锂料浆，离心分离后得到碳酸锂湿品，高温烘干后得到电池碳酸锂。 

3、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供、产、销系统。各生产单位根据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根据产品生产能力、设备状况及

工艺条件等采购所需原料和其他辅助原材料；其中，锂产品由西藏扎布耶生产（西藏扎布耶生产的锂精矿，全部提供给白银
扎布耶公司进行深加工生产锂盐），电解铜由尼木铜业公司生产，铬铁矿石由山南分公司生产。 

公司设立销售公司—润恒公司负责铬铁矿、电解铜和锂盐的销售和市场开发、信息反馈、贸易等工作。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铬铁矿 

西藏地区占全国铬铁储量的半数以上，国内能够直接入炉冶炼铬铁合金和用于铬盐化工的高品位铬矿都集中于西藏，并

且主要分布在公司罗布萨矿区所在的山南地区，公司拥有西藏罗布萨铬矿的采矿权，近两年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产量位于

国内同行业前列。剩余可开采储量尚可开采年限7-8年。2016年为提高公司的铬铁矿资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注入了罗
布莎I、II矿群南部铬铁矿区0.702平方公里的采矿权，公司铬铁矿资源储量增加了201万吨。 

锂精矿 

公司拥有独家开采权的西藏扎布耶盐湖是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锂矿盐湖，已探明的锂储量为184.10万吨，是富含锂、

硼、钾固、液并存的特种综合性大型盐湖矿床。西藏扎布耶盐湖卤水含锂浓度仅次于智利阿塔卡玛盐湖，含锂品位居世界第

二，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天然碳酸锂固体资源和高锂贫镁、富碳酸锂的特点，卤水已接近或达到碳酸锂的饱和点，易于形成

不同形式的天然碳酸锂的沉积，因而具有比世界同类盐湖更优的资源。经过多年的工业实践，公司现采用的“太阳池结晶法”

生产工艺是适应西藏扎布耶盐湖的，也是对环境损害较小的。目前扎布耶锂精矿的年产能为5000吨左右。 

锂盐产品 

公司锂盐产品生产采取母子公司内部委托加工模式，即由西藏扎布耶利用卤水生产的锂精矿，再由白银扎布耶公司采用

成熟通用的工艺深加工生产工业级碳酸锂、氢氧化锂和电池级碳酸锂。 

电解铜 

    相对国内大型铜矿企业而言，公司的铜矿生产规模较小，尼木厅宫铜矿资源储量（已探明）137.35万吨。公司采取湿法
炼铜工艺生产电解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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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56,640,531.62 499,737,129.83 31.40% 667,552,70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34,175.11 -180,968,278.00 146.66% 34,543,77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091,525.24 -165,219,910.08 46.08% 33,196,87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159,808.16 -60,882,665.91 262.87% -84,637,98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1 -0.3475 146.65% 0.06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21 -0.3475 146.65% 0.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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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8.76% 12.94% 1.6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2,863,561,158.82 2,801,989,820.00 2.20% 3,106,891,99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60,186,967.30 1,975,743,590.98 4.27% 2,156,843,943.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940,919.91 163,571,919.18 222,787,080.39 216,340,61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636.21 -3,180,670.29 -18,261,894.72 105,616,10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599.30 -2,301,549.20 -18,459,369.00 -68,255,00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9,212.63 -50,561,190.34 -7,953,113.29 158,373,3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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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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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矿
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9.93% 103,799,275  质押 46,200,000 

成都天齐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3% 16,83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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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12,18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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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功荣 境内自然人 1.32% 6,864,337    

樊青樟 境内自然人 0.51% 2,658,10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0.44% 2,302,970    

张申刚 境内自然人 0.29% 1,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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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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2,188,713 股，持股比例为
2.34%,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490,000 股;徐功荣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6,864,337 股，持股比例为 1.32%，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
数为 6,864,337 股;樊青樟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658,100 股，持股比例为

0.51%，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2,658,000 股;张辉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302,970 股，持股比例为 0.44%，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

股数为 2,302,970 股;张申刚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1,530,000 股，持股比例

为 0.29%，其中托管在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股数为 1,5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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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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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度公司生产铬矿石56,775.13吨,较上年度增加34,014.21吨，增幅149.44%；生产锂精矿4,160.38吨，较上年度减

少543.98吨，降幅11.56%；生产工业级碳酸锂1,679.00吨，较上年度增加153.45吨，增幅10.06%；生产氢氧化锂1,985.02

吨，较上年度增加187.43吨，增幅10.43%；委托加工高碳铬铁34,770.30吨。 

2019年度公司销售（自产）铬矿石25,191.32吨，较上年度增加15,862.81吨，增幅170.05%；销售工业级碳酸锂1,120.98

吨，较上年度增加202.12吨，增幅22.00%；销售氢氧化锂654.40吨，较上年度增加472.35吨，增幅259.46%；销售电池级碳

酸锂156.33吨，较上年度增加8.35吨，增幅5.64%；销售高碳铬铁29,646.74吨。 

本年度矿产品贸易业务：贸易收入2.85亿元，均为销售锰矿128,763.60吨的收入。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664.05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64,948.26万元、其他业务收入715.80万元），营业

成本57,602.2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度增加18,936.66万元，增幅41.16%、其他业务收入较上年度减少3,246.32万元，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降幅81.93%；实现营业利润6,831.76万元、较上年度增加20,129.70万元、增幅151.37%；利润总额6,637.27万元、较上年度增

加22,366.78万元、增幅142.2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43.42万元，较上年度增加26,540.25万元，增幅146.66%。 

（二）报告期内，主要开展的工作 

（1）强化内部管理，狠抓生产经营。一是扎实开展了增产增效活动；二是扎实开展了提质增效活动；三是扎实开展了
降本增效活动；四是及时调整销售策略；五是做好贸易工作。 

（2）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扭亏为盈。2019年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有色金属及钢铁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下滑，
导致公司锂盐等主要产品销售不畅，产品滞销。面对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及巨大挑战，通过公司上下齐心协力，积极谋划，

围绕“扭亏为盈”的目标任务，一是由于尼木铜业原矿石品位低、矿体埋藏较深、剥岩量大、铜价持续低迷等原因，致使尼木

铜业5000吨电解铜项目暂时无法推进，因此，公司终止了该项目的建设，并将剩余募集资金4.45亿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是为进一步聚焦主业，将公司优势资源集中于铬、锂业务的发展，将公司持有的尼木铜业100.00%股权和新鼎酒店95.82%

股权转让给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3）加强全面预算，提升管理水平。对生产单位重点考核产量、单位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安全环保等指标，其他经

营单位则重点考核收入、利润、应收账款余额、期间费用等指标。实施经营运行月分析制度，及时对指标进行调整，对生产
经营指标的考核极大地提高了各单位成本意识和节约意识。 

（4）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资金使用。为了保证生产经营、发展、技术改造的资金需求，2019年，公司进一步对资金使
用实行分级计划、分层把关、严格审核，保证资金统筹安排合理运用，同时，加大了资金合理利用的监督力度，用好用活资

金。 

（5）加强项目管理，推进项目建设。一是罗布莎南部项目作为公司重点建设项目，公司统筹谋划、悉心组织、协调推
进。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的建设项目领导小组，让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项目建设决策，简化项目建设各类审批流程，放权

山南分公司加强对项目现场管理，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安装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二是罗布莎南部项目配套工程输电线路、
10千伏中央配电室设备安装、新堆矿场项目已基本完成。三是西藏扎布耶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1033.6万元，现完成投资额

1464.35万元，整体项目完成验收。四是截止到2019年11月底，西藏山南罗布莎铬铁矿I、V矿群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

程完成投资1377.46万元，完成18、19年总投资额的101.47%（按设计造价计算）。目前，该项目初步验收工作已完成。同时，

根据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II矿群（31#采坑、31-1#采坑、2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

作，目前已完成招投标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份正式施工。 

（6）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公司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区国资委有关部署，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切实做到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
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保证了主题教育有序开展的同时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认真

落实区党委安排的党建重点任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作用得以有效发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干部选拔和

考核评价机制，充实基层领导班子和中干队伍，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持续提升。认真策划开展“四讲四爱”等系列主题活动，切

实发挥了党组织的助力保障作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定点扶贫帮扶工作，扎实完成驻村各项任务，较好体现了国有企

业责任担当。 

（三）营业收入构成 

 

 2019年 2018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656,640,531.62 100% 499,737,129.83 100% 31.40% 

分行业 

采选冶 349,118,324.29 53.17% 102,565,839.62 20.52% 240.38% 

贸易 285,368,391.87 43.46% 365,763,528.94 73.19% -21.98% 

其他 22,153,815.46 3.37% 31,407,761.27 6.29% -29.46% 

分产品 

铬类产品 231,907,268.34 35.32% 92,653,915.92 18.54% 150.29% 

锂类产品 117,212,759.49 17.85% 171,038,068.79 34.23% -31.47% 

其他产品 307,520,503.79 46.83% 236,045,145.12 47.23% 30.28% 

分地区 

西南地区 351,281,614.57 53.50% 325,712,151.02 65.18% 7.85% 

西北地区 209,245,908.36 31.87% 82,090,292.23 16.43% 154.90% 

其他地区 96,113,008.69 14.64% 91,934,686.58 18.3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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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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铬类产品 231,907,268.34 205,416,630.03 11.42% 150.29% 162.61% -4.15% 

锂类产品 117,212,759.49 84,739,862.22 27.70% -31.47% -43.47% 15.35% 

其他产品 307,520,503.79 285,865,986.22 7.04% 30.28% 31.52%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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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43.42万元，比上年上涨146.66%，主要是本年度公司将西藏新鼎矿业大酒店有限公司

95.82%的股权以及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出售给关联方西藏矿业发展总公司，确认投资收益17,342.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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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 9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 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

整。根据相关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
他综合收益。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12 号—— 债务重组》（财会 [2019] 9号），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根据相关衔接规定，不需要按照准
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集团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及相关解读，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同时采用追溯调整

法对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影响如下：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调整金额 本年年初余额 

资产项目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5,950,668.61  -185,950,668.61  

应收票据  46,751,094.17  46,751,094.17  

应收账款  139,199,574.44  139,199,574.44  

小计 185,950,668.61   185,950,668.61   

负债项目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4,342,439.90 -24,342,439.9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4,342,439.90 24,342,439.90 

小计 24,342,439.90  24,342,439.90  

2018年度合并利润表 

受影响的项目 上年列示 本年列示 

项目   

其中：资产减值损失 54,816,807.84 -54,816,807.84 

小计 54,816,807.84 -54,816,807.84 

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的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调整金额 本年年初余额 

资产项目    

其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629,947.26 -18,629,947.26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8,629,947.26 18,629,947.26 

小计 18,629,947.26  18,629,947.26 

负债项目    

其中：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65,942.02 -9,165,942.0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9,165,942.02 9,165,942.02 

小计 9,165,942.02  9,165,942.02 

2018年度母公司利润表 

受影响的项目 上年列示 本年列示 

项目   

其中：资产减值损失 5,616,329.35 -5,616,329.35 

小计 5,616,329.35 -5,616,329.35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本集团未发生重大会计估计变更情形。 

（3）前期差错更正 

本年度本集团无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4）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142,000.00  -100,142,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142,000.00 100,142,000.00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142,000.00  -100,142,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142,000.00 100,1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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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包括7 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减少3家，其中处置子公司减少3 家。 

年末子公司明细如下表： 

序号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子公司级次 

1 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扎布耶 一级 

2 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 白银扎布耶 一级 

3 西藏润恒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西藏润恒 一级 

4 西藏阿里聂尔错硼业开发有限公司 聂尔错硼业 一级 

5 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吉庆实业 一级 

6 西藏扎布耶新能源电站管理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站 二级 

7 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华鼎现代农业 二级 

本年，本公司将西藏新鼎矿业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鼎大酒店”）95.82%的股权以及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尼木铜业”）100%股权出售给西藏矿业总公司。尼木县隆达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木隆达”）

为尼木铜业100%持股公司。 

 

 

 

 

董事长：曾泰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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