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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概述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并席卷全球，社会各个行业均受较大程度影响。面

对疫情的严峻挑战，公司积极应对，精心组织生产，各业务条线均保持正常运作。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均出现大幅下跌。随着国家强有力的疫情

防控措施的实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影响，成为全球需

求恢复最快的地区。铝的下游各行业需求旺盛，库存快速回落，叠加产能“天花

板”形成的预期，铝锭价格从谷底的11000元/吨涨到了接近17000元/吨，全年铝锭

市场均价为14100元/吨左右，较2019年13940元/吨，上涨1.15%。行业整体呈现

结构性的好转和盈利。 

公司全年原铝产量113.04万吨，高纯铝产量0.77万吨，氧化铝产量74.97万吨，

发电量135.09亿度，预焙阳极产量31.57万吨，实现收入274.60亿元，实现归属上

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为19.1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

增长27.40%，实现扣非后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为18.68亿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扣非后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增长92.65%。 

主要情况如下： 

1、积极应对疫情，保障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公司按照兵团落实中央“六稳”的工作要求，及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

面落实疫情联防联控责任，强化各项防控措施，实现防疫各环节工作衔接到位，

从而确保企业生产安全稳定运行，公司原铝、高纯铝、预焙阳极、发电等生产线

均满负荷正常生产。 

2、多管齐下降成本，大幅提升毛利率和运营效益 

报告期，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利用原辅材料市场价格和物流费用下降的机遇，

大幅降低公司的原料和物流成本，公司自产铝锭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

分点（同口径对比，计算毛利未包含运输费），盈利水平得到提升。 

报告期，公司安全环保工作扎实有效，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环保设备运行

稳定，三废达标排放。报告期，公司通过继续深化KPI管理、精益项目管理及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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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产品质量持续保持稳定，各种消耗逐步下降，为企业创造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 

3、狠抓项目建设进度，为业绩增长提供可靠保障 

报告期，靖西天桂一期80万吨氧化铝项目实现了达产达标。该项目集成了国

内氧化铝行业的先进成熟的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一次性投料试车成

功、一个月内达产达标。开创性地将“溶出热试、蒸发热试、热水制备、铝酸钠

溶液制备”四项工作合并联动进行，达到了行业内的领先水平。一期氧化铝项目

顺利投产，生产成本远低于行业平均成本，使得项目快速实现盈利，增厚公司利

润。 

报告期，靖西天桂二期、三期170万吨项目于下半年同步开始建设，目前建

设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1年四季度投产。 

报告期，南疆碳素30万吨预焙阳极生产线已于2020年12月启动试生产，预计

2021年一季度正式投产。 

报告期，天展新材高纯铝项目新建1.5万吨产能已开工建设，预计2021年四

季度建成投产，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与工艺，能稳定生产高品质4N6产品，已成为

下游超级电容器原料的主要供应商。 

4、再融资工作顺利完成 

抓住中央鼓励资本市场积极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机遇，全力推进再融资工作。

10月28日，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76号）核准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中

国境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此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63,358,778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5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995.90元，

扣除发行费用40,481,132.0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4,959,518,863.82元。募集

资金的到位，为建设项目快速推进提供资金保障，将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增厚

公司利润。 

5、公司下属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20年，公司下属企业盈达碳素和天展新材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颁发的证

书编号为GR202065000019和GR202065000118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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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靖西天桂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颁发的证书编号为GR202045000848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二、2020 年董事会运作情况 

1、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本届董事会按照法定程序共组织筹备了 11 次会议，相关会议决

议公告分别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

开以及参与表决的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召开前各议案均提前呈报给各位董事，全体董事对提交至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

未提出异议。 

2、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股东大会

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本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报告期内各专门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均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开展了相关工作。 

三、主营业务分析 

1、收入与成本 

（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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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59,531,944.99 100% 32,587,022,049.33 100% -15.73% 

分行业 

铝行业 27,459,531,944.99 100.00% 32,587,022,049.33 100.00% -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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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销售自产铝锭 13,684,370,820.13 49.83% 13,677,158,645.52 41.97% 0.05% 

销售高纯铝 161,946,408.68 0.59% 134,215,458.27 0.41% 20.66% 

销售外购铝锭 11,987,565,774.83 43.66% 18,401,290,367.47 56.47% -34.85% 

销售自产铝制品 364,452,264.99 1.33% 342,402,999.93 1.05% 6.44% 

销售氧化铝 1,214,118,917.59 4.42%    

其他业务 47,077,758.77 0.17% 31,954,578.14 0.10% 47.33% 

分地区 

境内 27,434,694,717.03 99.91% 32,575,158,042.81 99.96% -15.78% 

境外 24,837,227.96 0.09% 11,864,006.52 0.04% 109.35%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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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行业 27,459,531,944.99 23,704,795,892.33 13.67% -15.73% -19.08% 3.57% 

分产品 

销售自产铝锭 13,684,370,820.13 9,915,576,859.05 27.54% 0.05% -4.24% 3.25% 

销售高纯铝 161,946,408.68 83,829,410.07 48.24% 20.66% 20.56% 0.05% 

销售外购铝锭 11,987,565,774.83 12,298,590,576.57 -2.59% -34.85% -33.65% -1.85% 

销售自产铝制品 364,452,264.99 356,979,755.80 2.05% 6.44% 9.91% -3.10% 

销售氧化铝 1,214,118,917.59 1,018,308,514.25 16.13%    

其他业务 47,077,758.77 31,510,776.59 33.07% 47.33% 207.33% -34.84% 

分地区 

境内 27,434,694,717.03 23,684,148,105.81 13.67% -15.78% -19.13% 3.57% 

境外 24,837,227.96 20,647,786.52 16.87% 109.35% 118.22% -3.38%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1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

数据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销售自产铝锭 

销售量 万吨 112.52 114.02 -1.31% 

生产量 万吨 113.04 116.09 -2.63% 

库存量 万吨 0.09 0.92 -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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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高纯铝 

销售量 万吨 0.84 0.66 27.09% 

生产量 万吨 0.77 0.7 10.79% 

库存量 万吨 0.02 0.08 -74.02% 

销售自产铝制品 

销售量 万吨 2.44 2.37 2.81% 

生产量 万吨 2.43 2.3 5.74% 

库存量 万吨 0.15 0.16 -4.50% 

销售氧化铝 

销售量 万吨 59 0  

生产量 万吨 74.97 0  

库存量 万吨 0.62 0  

自产预焙阳极 

销售量 万吨 0 0  

生产量 万吨 31.57 31.37 0.64% 

库存量 万吨 0 0  

销售贸易铝锭 

销售量 万吨 97.59 150.99 -35.37% 

生产量 万吨 0 0  

库存量 万吨 0 0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1、氧化铝销售量不包括集团内部氧化铝自用量，自产铝锭销售量不包括集团内部铝锭自用量，预焙阳极销

售量不包括集团内部阳极碳块自用量。 

2、销售自产铝锭的变动系上年年末有库存铝锭未实现对外销售，本期基本实现销售，库存量较少。 

3、销售高纯铝的变动系上年年末有库存高纯铝未实现对外销售，本期基本实现销售，库存量较少。 

4、销售贸易铝锭的变动系本年公司减少相关贸易铝锭业务所致。 

（4）营业成本构成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铝行业 原材料 7,496,534,875.25 31.62% 7,833,409,241.47 26.74% -3.29% 

铝行业 能源电力 2,413,004,679.02 10.18% 2,144,814,045.41 7.32% 11.91% 

铝行业 折旧 537,639,045.44 2.27% 454,508,688.69 1.55% 18.78% 

铝行业 人工 288,156,355.98 1.22% 217,620,227.97 0.74% 30.90% 

铝行业 物流费用 449,171,975.37 1.89%    

铝行业 其他 221,698,384.70 0.94% 108,605,689.52 0.37% 467.69% 

铝行业 外购铝锭 12,298,590,576.57 51.88% 18,536,831,345.66 63.27% -33.71% 

说明 

注1：本期广西氧化铝项目一期建成投产，提高了公司原材料的自给率，进一步夯实了公司低成本优势。氧

化铝自产量增加导致原材料金额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减少，能源电力、折旧、人工相关的生产费用略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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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注2：物流费用的增加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本公司将 2020 年运输费 

449,171,975.37元列示于“营业成本”项目。 

注3：外购铝锭的变动系本年公司减少相关贸易铝锭业务所致。 

（5）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发生变动 

1、反向购买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 2008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号）及财政部《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

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7号）的规定，本公司于 2020年6月完成的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为不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应按照权益性交易的

原则进行处理，不确认商誉或确认计入当期损益。 

因此，本公司（法律上的母公司）在资产置换完成后保留的各项可辨认资产、

负债，按照重组日的公允价值进行确认和计量，企业合并成本与本公司重组日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合并报表的资本公积，不确认商誉或计入当

期损益。 

资本公积的确认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合并成本 2,309,137,305.57 

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0.00 

合并报表确认的资本公积 2,309,137,305.57 

注：参照本次重组股票发行价格及合并报表模拟发行的股份数量，计算合并成本为2,309,137,305.57元

（503,080,023股*4.59元/股），上述发行股份导致资本公积增加1,806,057,282.57元（503,080,023股*3.59元/

股），反向购买导致资本公积减少2,309,137,305.57元，资本公积净减少503,080,023.00元。 

被购买方于重组日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重组日公允价值 重组日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22,547,019.61 22,547,019.61 

资产合计 22,547,019.61 22,547,019.61 

其他应付款 22,547,019.61 22,547,019.61 

负债合计 22,547,019.61 22,547,019.61 

净资产 0.00 0.00 

2、其他合并范围的变更 

（1）新设主体 

名称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石河子市天瑞能源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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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报告期内业务、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本年靖西天桂氧化铝项目一期工程顺利投产，公司本年度氧化铝产量 74.97

万吨，对外销售量 59.00 万吨。 

（7）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7,240,122,755.2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62.7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 1 5,387,530,105.52 19.62% 

2 客户 2 4,403,719,372.90 16.04% 

3 客户 3 3,492,658,015.31 12.72% 

4 客户 4 2,200,262,534.99 8.01% 

5 客户 5 1,755,952,726.54 6.39% 

合计 -- 17,240,122,755.26 62.78%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8,192,384,023.89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34.18%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 1 3,178,034,647.20 13.26% 

2 供应商 2 1,739,604,902.96 7.26% 

3 供应商 3 1,213,008,560.27 5.06% 

4 供应商 4 1,034,018,346.35 4.31% 

5 供应商 5 1,027,717,567.11 4.29% 

合计 -- 8,192,384,023.89 34.18% 

2、费用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7,422,737.71 474,781,296.75 -96.33% 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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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4 号——收入》，本公司将 

2020 年运输费 449,171,975.37元列

示于“营业成本”项目 

管理费用 220,072,248.21 182,579,966.55 20.53%  

财务费用 695,832,208.40 939,399,395.76 -25.93%  

研发费用 41,504,480.44 11,537,207.70 259.74% 系公司本期研发投入加大所致 

3、研发投入 

公司成立以来，以电解铝工艺研究为中心，秉承科技创新促发展的理念，积

极拓展产学研融合，借助行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有力优势，持续加大新产品、

新工艺的研发和创新，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542,622,913.64元，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比例1.98%。 

公司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取得了积极效果，陆续研发出460KA异型阴极铝电

解槽、电解槽控制系统、生产管控一体化系统等先进装备，攻克了铝电解槽生产

中磁场波动和热平衡、大型电解槽控制工艺等众多关键技术，使公司的能耗指标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为电解铝行业的装备提升和节能降耗起到了引导作用，使

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目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自治区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铝冶炼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为降低铝电解槽水平电流的节

能技术集成示范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拥

有授权专利171项，软件著作权19项。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376 434 -13.36%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5.82% 6.71% -0.89% 

研发投入金额（元） 542,622,913.64 386,692,350.68 40.3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1.98% 1.19% 0.79%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0.00 0.00 0.00%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0.00% 0.00% 0.00% 

4、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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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062,906,884.00 34,977,143,146.25 -5.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964,991,197.43 30,785,466,254.70 -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97,915,686.57 4,191,676,891.55 -26.0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9,530.98 2,943,603.78 -76.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85,575,404.78 2,103,952,894.38 3.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84,895,873.80 -2,101,009,290.60 3.9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30,609,045.70 9,135,351,844.43 44.8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64,367,516.20 11,264,595,288.39 -9.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66,241,529.50 -2,129,243,443.96 -244.0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79,123,262.98 -37,594,526.38 -10,684.32%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系报告期广西氧化铝项目投产导致购买原材料等支付的款项增加，

致使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系本年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50亿元融资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的变动系上述综合因素影响所致。 

四、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公司 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且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

报表相关项目 

单位：元 

 

2020 年末 2020 年初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10,526,666,074.31 20.81% 5,118,323,832.12 12.50% 8.31% 

系报告期公司通过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 50 亿元收到资金

所致 

应收账款 153,647,162.45 0.30% 264,176,356.73 0.64% -0.34% 基本持平 

存货 5,604,362,261.49 11.08% 4,076,771,053.68 9.95% 1.13% 

系报告期广西氧化铝

项目投产导致原材料

等存货增加 

固定资产 24,090,462,539.67 47.62% 21,785,717,559.07 53.19% -5.57% 
广西氧化铝一期项目

完工，部分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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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3,082,708,023.44 6.09% 3,793,519,599.48 9.26% -3.17% 

广西氧化铝一期项目

完工，部分在建工程

转入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5,590,564,470.00 11.05% 3,780,961,290.00 9.23% 1.82% 

系报告期内氧化铝项

目投产后，为增加流

动资金所需的借款增

加 

长期借款 3,784,999,416.84 7.48% 4,961,826,035.01 12.11% -4.63% 

系一年内到期的部分

转入了流动负债导致

的长期借款金额有所

减少 

应收票据 682,842,387.01 1.35% 2,151,124.62 0.01% 1.34% 

系公司根据票据承兑

银行的信用等级，更

谨慎的将部分未到期

贴现及背书票据未终

止确认 

预付账款 4,172,577,537.06 8.25% 3,494,646,782.56 8.53% -0.28% 基本持平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8,797,679.53 0.83% 732,435,632.29 1.79% -0.96% 系预付设备款减少 

应付票据 12,422,363,911.15 24.55% 10,062,523,205.76 24.57% -0.02% 基本持平 

应付账款 620,191,248.22 1.23% 1,128,675,203.26 2.76% -1.53% 

系本报告期通过票据

支付方式增加，使得

应付账款有所减少 

合同负债 1,705,412,055.65 3.37% 1,381,594,732.04 3.37% 0.00% 基本持平 

应交税费 1,163,136,540.87 2.30% 638,070,074.05 1.56% 0.74% 

系累计计提的自发电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增

加与本期所得税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52,073,799.52 2.47% 1,249,435,964.38 3.05% -0.58% 基本持平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997,308,907.23 5.92% 3,880,111,046.12 9.47% -3.55% 

系本年发生债券回

购，一年内到期的应

付债券大幅降低导致 

其他流动负债 592,043,881.03 1.17% 179,607,315.16 0.44% 0.73% 

系未到期应收票据背

书未终止确认所致

（见应收票据分析） 

长期应付款 572,527,656.75 1.13% 628,639,933.09 1.53% -0.40% 基本持平 

递延收益 461,685,754.94 0.91% 436,420,743.90 1.07% -0.16% 基本持平 

2、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项   目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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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6,453,762,656.45 主要为票据及借款保证金 

应收票据 3,091,295.13 票据质押 

固定资产 12,426,581,657.94 借款抵押等 

无形资产 564,056,221.59 借款抵押 

合     计 19,447,491,831.11  

五、投资状况分析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期已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报告期内

变更用途

的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更

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

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

额比例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

向 

闲置两年

以上募集

资金金额 

2020 年 
非公开发

行股票 
500,000 174,470.75 174,470.75 0 0 0.00% 325,529.25 

存在募集

资金专户 
0 

合计 -- 500,000 174,470.75 174,470.75 0 0 0.00% 325,529.25 -- 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776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1,166,557,991 股。根据发行结果，天山铝业实际向 29 名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763,358,778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5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95.90

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40,000,000.00 元后，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4,959,999,995.90 元，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0,481,132.08 元（不含税）后，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4,959,518,863.82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转至本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20）110014 号验资报告。 

2020 年 12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159,502,825.95 元自

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天山铝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0）110234 号）鉴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33,916,025.95 元预先投入未置换完成。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44,707,452.41 元人民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255,292,543.49 元人民币，加尚未置换完成的预先投入 133,916,025.95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389,208,569.44 元

人民币。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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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靖西天桂氧化铝

项目 
否 300,000 300,000 21,923.07 21,923.07 7.31% 

2021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新疆天展新材超高纯

铝一期及研发中心项

目 

否 50,000 50,000 2,547.68 2,547.68 5.10% 
2022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银行借款 
否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00,000 500,000 174,470.75 174,470.75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500,000 500,000 174,470.75 174,470.75 -- --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2020 年 12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159,502,825.95 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2020）110234 号）鉴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133,916,025.95 元预先投入

未置换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六、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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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交易对

方 

被出售

股权 
出售日 

交易价

格（万

元） 

本期初

起至出

售日该

股权为

上市公

司贡献

的净利

润（万

元） 

出售对

公司的

影响 

股权出

售为上

市公司

贡献的

净利润

占净利

润总额

的比例 

股权出

售定价

原则 

是否为

关联交

易 

与交易

对方的

关联关

系 

所涉及

的股权

是否已

全部过

户 

是否按

计划如

期实

施，如

未按计

划实

施，应

当说明

原因及

公司已

采取的

措施 

披露日

期 

披露索

引 

锦隆能

源 

新界泵

业（浙

江）有

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6

日 

148,880 0 

原水泵

业务的

置出

后，公

司转型

为国内

领先的

具有较

完善的

铝产业

链一体

化优势

和较强

能源优

势的原

铝生产

商。 

0.00% 
资产基

础法 
是 

锦隆能

源现为

上市公

司控股

股东 

是 是 

2020 年

07 月 06

日 

重大资

产置换

及发行

股份购

买资产

暨关联

交易实

施情况

暨新增

股份上

市报告

书

http://w

ww.cnin

fo.com.

cn/ 

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天山铝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铝锭、铝产

品的生产和

销售 

630,842.1051 4,445,830.18 1,723,969.75 2,648,108.43 167,802.41 128,403.89 

新疆天山盈达碳

素有限公司 
子公司 

碳素及碳素

制品的生产

与销售 

6,000.00 260,402.44 119,202.22 150,501.62 15,205.54 16,514.51 

江阴新仁铝业科 子公司 铝合金材料 10,000.00 89,323.93 35,037.18 36,474.14 1,176.62 8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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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的研究、开

发、制造、

加工 

江阴祥顺金属贸

易有限公司 
子公司 

金属材料贸

易 
1,000.00 567.54 546.76 147,874.88 277.85 250.05 

阿拉尔市南疆碳

素新材料有限公

司 

子公司 

碳素及碳素

制品的生产

和销售 

32,700.00 185,169.06 27,821.81 39,179.88 -1,059.77 -836.84 

靖西天桂铝业有

限公司 
子公司 

铝土矿、石

灰岩的开

采；氧化铝、

氢氧化铝的

冶炼、生产、

销售 

180,000.00 831,470.96 303,004.17 284,861.23 15,103.54 11,565.8 

新疆天展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高纯铝及铝

制品的研

究、生产、

销售 

20,000.00 82,898.46 30,241.84 23,097.11 4,492.59 3,963.46 

上海辛然实业有

限公司 
子公司 

金属材料、

氧化铝的贸

易 

20,000.00 41,357.94 19,741.35 406,524.22 -485.75 -466.29 

石河子市天瑞能

源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电力生产 50,000.00 533,959.27 496,517.12 104,338.17 36,265.91 30,826.56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1、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优化公司组织管理架构、提高电厂运营效率，2020年9月

天铝有限以其电厂相关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瑞能源，主要系承接天铝有限电厂相关业务。天瑞能

源自设立起至2020年末，实现营业收入104,338.17万元，实现净利润30,826.56万元。 

2、2020年随着靖西天桂一期80万吨氧化铝项目的投产，2020年度，靖西天桂实现营业收入284,861.23

万元，实现净利润11,565.8万元。 

八、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和消费国。根据安泰科统计2020年我国电解铝总产

量3730万吨，比上年增长3.8%，消费量3835万吨，比上年增长4.7%。同期，中

国之外其他国家电解铝产量预计2810万吨，比上年下降0.3%，电解铝消费量2463

万吨，大幅下降13.1%。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启动清理整顿电解

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强化环境整治，落实产能置换指标，有效改善了

市场供给，中国电解铝合规产能的“天花板”巳经形成。国内原铝的下游需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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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建筑、交通运输、耐用消费品等行业。随着地产竣工后周期到来，建筑用

铝依然能够支撑下游用铝需求，汽车产业轻量化和新能源车的结构升级都将进一

步拉升用铝需求，铝在新基建领域如5G基站、特高压、轨道交通等领域应用广

泛，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出现，铝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助力，将优化铝行业长期发展格局。一方面能源革

命提振需求。减排要求之下，能源变更首当其冲，有望激发铝第二次应用领域需

求加速爆发，进一步提升在电动车、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域对铝的需求。同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电解铝行业产能管控更加趋严，这将一方面降低中

长期产能天花板放开概率，另一方面增加短期基于能耗“双控”导致的减产可能。 

电解铝行业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新疆的能源优势突出，除丰富的煤电

资源外，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方面的成本优势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未来调整

能源组成格局的空间较大，尽管新疆运输成本相对偏高，但巨大的能源成本优势

以及在上游铝土矿资源、氧化铝成本、预焙阳极成本上也具备较强竞争力，使公

司在行业的成本竞争力依然处于领先位置。 

（二）公司发展战略 

为践行“让地球更轻盈更美丽”使命，公司依托四大生产基地的核心优势，以

能源保障为基础、以科技优势为主线，积极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充分挖掘公司成

长潜力，发挥全产业链协同效应，打造在“成本、资源、技术”上全面领先的大型

铝业集团。2021年公司将重点建设上游的氧化铝项目和下游的高纯铝项目，确保

公司原料供应的安全和稳定，确保高端产品具备核心竞争优势和规模优势，确保

三年业绩承诺的实现。 

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将围绕铝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机遇新亮点，在国内外积

极寻求优质资源和项目机会，依托现有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在产业链上下游

进一步优化布局， 不限于通过新建、并购、整合等方式来获取良好的发展机会，

做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创造更大的

经济效益。 

（三）经营计划 

2021年，公司以“保安环、抓建设、走出去、严对标、增效益”为主题，力争

圆满完成全年业绩目标。2021年，公司全年主要生产经营目标为：原铝产量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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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氧化铝产量100万吨、预焙阳极产量45万吨、高纯铝产量1.5万吨，发电135

亿度。 

特别提示：公司上述经营目标不代表公司对2021年度的业绩预计，不构成公

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投资者对此保持充分的风险意识，注意投资风险。 

2021年主要开展如下工作： 

1、夯实安全环保工作，推进节能环保技术改进，保障高效优质完成全年生

产任务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安全环保风险清单，进一步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健全环境保护管控体系，加强安全评价和危险源管控、提高员工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意识，确保在安全环保下高质量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大力加

强和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加大节能环保技术改进力度，保

障公司高效优质生产，节能降耗继续处于领先水平。 

2、加快项目建设，进一步降低成本，新增利润增长点 

加快推进靖西天桂170万吨氧化铝二、三期项目和天展新材1.5万吨高纯铝项

目的建设进度，确保南疆碳素3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达标达产，加快使上述项目建

成后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大力开拓高纯铝国际国内市场，全面扩大高端高

纯铝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积极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力争取得突破 

依赖公司近30年的铝行业建设发展经验和技术人才积累，积极走向海外，着

重在产业链上游布局，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的铝土矿资源，积极寻求布局产业

链机会，寻找合适标的进行产业整合，进一步强化公司产业链体系优势和规模优

势。 

4、狠抓管理，对标世界一流，加强技术研发，做好降本增效 

继续对标行业领先企业，坚持专业化、精细化、高效化方向，深挖潜力，进

一步降本增效。加快以高纯铝为核心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在提质增效中的关键作用，建设高标准研发平台，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激发

企业内在活力。 

（四）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应对措施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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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波动和行业周期性变化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原铝、铝深加工产品及材料、预焙阳极、高纯铝、氧化铝的

生产和销售。铝具有优良的性能，被广泛应用于交通、机械、电子、建筑等领域，

是国民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原材料，其市场需求与国内外宏观经济高度相关，

其产品价格随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呈周期性变动规律。未来若宏观经济进入下行

周期，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导致产品需求放缓，可能会对公司销量以及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2.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原铝所需的直接材料主要为氧化铝和预焙阳极，生产预焙阳极所需

的直接材料主要为石油焦和煤沥青等。公司生产原铝所需的能源主要为电力。随

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直接材料和能源价格受铝土矿、煤炭、石油焦等基础原

料价格和市场供需关系影响，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若公司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

出现大幅波动，而公司不能有效地将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转移到下游，

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铝锭价格波动风险 

铝锭为标准化的大宗商品，受市场需求及宏观经济整体波动等因素影响，公

司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如果公司所处行业的供需关系出现显著

变化或铝锭市场价格发生大幅下跌，则可能导致公司产品价格下跌，从而对公司

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4.安全生产的风险 

原铝生产工艺中存在高温等危险因素，如缺乏严格规范的安全管理措施，易

造成事故的发生，给企业和社会带来损失。公司已严格按照国家相关安全生产规

范组织经营，制定和实施包括《安全检查管理制度》、《安全事故处理管理制度》

等安全生产制度，报告期内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亦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

律及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虽然报告期内公司遵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装备了安全生产

设施，建立了安全生产制度，并在防范安全生产事故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但公司仍然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5.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经济运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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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运行带了较大冲击，包括煤

炭、电解铝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报告期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目前疫

情走势及影响难以预测，导致未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如疫情扩散得不

到有效遏制且延续时间较长，将导致包括电解铝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消费持续低

迷，可能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市场风险。 

公司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 

1.狠抓落实，一以贯之，实现持续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生产方针，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发展和效益的关系。一是狠抓生产主体责任，

坚持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二是深化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通过强化年度、

季度和月度安全考核，促进各级管理层在安全生产工作上尽职尽责；三是建设安

全生产预防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活动，坚决杜绝各类安全隐

患。 

2.精准发力，助力经营绩效迈上新台阶。公司在强化自身优势的同时，借鉴

经验，不断创新，形成适合业务特点的管理方法。实施有效措施提升员工素质；

提高电解槽科学维护水平，延长电解槽槽龄和维修周期；提高发电负荷，增加自

供电量；提高自产氧化铝和碳素的产品质量。 

3.周密组织、重点突破，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重点加快广西氧化铝剩余

170万吨项目建设进度；二是保证南疆碳素一期30万吨项目在本年度的达标投产；

上述项目的试运行和全面投产，将增强公司抵御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4.加强内部管理、优化人才战略，探索公司发展新举措。一是明确公司战略

定位和方向，优化产业布局；二是提升公司内部管理水平，推动公司向集约化、

精细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三是实施差异化和长效化的薪酬分配机制，激活员工

热情、激发企业活力。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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