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0762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 2022-003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机构）关系活动记录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媒体采访                      □分析师会议 

特定对象调研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 

姓名  
机构投资者（具体参会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2年 1月 9日 11:30-12:3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金涛 

公司财务总监：徐少兵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2021 年中国宝武牵头成立的宝武 500 亿碳中和基金，其中首期规

划 100 亿规模，西藏矿业扮演什么角色，集团对公司定位如何？ 

中国宝武成立碳中和基金是响应国家碳中和目标，聚焦清洁能源、

绿色技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方向，深度挖掘风、光等清洁能源

潜在发展地区和投资市场上优质的碳中和产业项目。截至目前，西藏

矿业未参加介入宝武碳中和基金项目。 

2.中国宝武和宁德时代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的推进情况？ 

公司目前仅与宁德时代做一些初步交流，后续若有实质性合作进

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留意公司公告。 

3.新的工艺副产钾肥是否有盈利空间，公司是否考虑运输距离问

题？ 

目前没有考虑钾肥的成本，运输费用约在 800元/吨。扎布耶到内



               
 

地的运输距离比较长，公司也在策划多种方式降低物流成本。 

4.西藏矿业采用的膜法工艺的环保性好，但成本是否有优势？ 

公司选择提锂工艺是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生态环保、成本效益三

方面问题，目前看膜法工艺比较适合扎布耶盐湖的开发。 

 5.公司如何参与日喀则“锂城”建设，定位如何？ 

自治区政府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视，对公司盐湖开发的态度也是积

极支持，希望以扎布耶盐湖开发作为标杆项目，带动日喀则“锂城”

建设。 

6.公司所得税税率？ 

目前公司所得税按照自治区优惠税率 15%征收。 

7.目前锂精矿的销售和定价模式？ 

目前公司锂精矿产品采取直销方式；定价模式是参考上海有色金

属网锂盐价格，具体定价详见之前公司公告。 

8.公司新产能投放节奏，采用什么工艺，完全成本是多少？ 

2023 年 9 月份投产；采用盐田蒸发+膜分离技术+结晶蒸发技术提

锂技术；碳酸锂完全成本 2.4 万元/吨（副产品钾肥收入抵消碳酸锂

成本后）。  

9.固体矿和地表卤水的区别，开采方式有什么区别？ 

固体矿和晶间卤水的转换机制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目前公

司主要开采地表卤水。 

10.公司二期项目生产和销售是否会受天气季节影响？ 

二期锂盐生产不受天气季节影响，冬季藏区运输有所影响，我们

考虑在扎布耶矿区、拉萨、格尔木做一些仓储建设，进一步减少天气

对公司运输的影响。2021 年以来公司业绩受季度波动的情况已经大幅

好转，销售节奏主要是根据市场情况考虑。 

11.氢氧化锂中试项目为何选择钛系吸附剂，工艺可行性如何？ 

扎布耶是弱碱性盐湖，铝系吸附剂不适用，而钛系吸附剂适用。 

12.扎布耶盐湖平均品位大概多少？ 

扎布耶盐湖分为南湖和北湖，南湖水位低、面积大，蒸发比较快；



               
 

北湖水位深，面积小，蒸发慢，两者卤水品位有所差异，同时随着季

节性变化也有所变化。 

13.为何公司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规划中都有一部分是工业级，不能

全部做成电池级的吗？ 

这个是生产装备决定的，公司 1.2万吨碳酸锂产线中有 2400吨工

业级碳酸锂，因为一开始溶液浓度比较高，杂质少，沉锂工序可以方

便地生产电池级碳酸锂；随着沉锂工序深入，溶液浓度变低、杂质也

会富集，产出的就是工业级碳酸锂。 

14.公司生产铬铁矿品位是多少？ 

大约在 45%左右。 

15.公司二期项目资本开支较高，后续新增项目资本开支是否有可能

降低？ 

高海拔地区设备投资和内地有所不同，相应的设备投资更高；另

外藏区施工成本也相比内地高很多。目前二期项目基本按照投资预算

稳步推进。 

16.公司股权激励考核国内盐湖提锂市场占比的测算依据？ 

中国宝武对旗下子公司有一定的考核要求，通常进入一个产业后

都要做到国内前三或前五，数据测算是基于国内盐湖扩产计划与西藏

矿业产能规划做出的。 

日期 2022年 1月 9日 



               
 

附件：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1 王琪 国盛证券 

2 刘思蒙 国盛证券 

3 魏雪 国盛证券 

4 马越 国盛证券 

5 殷明 易方达基金 

6 李超 汇添富基金 

7 胡昕炜 汇添富基金 

8 董晗 景顺长城基金 

9 冷文鹏 兴全基金 

10 王坚 兴全基金 

11 吴超 南方基金 

12 陈卓 南方基金 

13 李帅 中欧基金 

14 方建 银华基金 

15 王浩 银华基金 

16 韩海平 信诚基金 

17 王冠桥 信诚基金 

18 陆佳敏 华夏基金 

19 智健 国泰基金 

20 孙朝晖 国泰基金 

21 王琪 广发基金 

22 孙丹 大成基金 

23 许进财 中邮创业基金 

24 李博 信达澳银 

25 杨景喻 上投摩根 

26 黄进 上投摩根 

27 桑永亮 华夏久盈 

28 路雨 华夏久盈 

29 田玉民 华夏久盈 

30 姜微 华夏久盈 

31 路雨 华夏久盈 

32 赵荣杰 建信基金 

33 李鑫 兴业基金 

34 崔建波 新华基金 

35 栾超 新华基金 

36 周易 泰信基金 

37 王博强 泰信基金 

38 吴达 长盛基金 

39 张云凯 长安基金 

40 蔡文 鑫元基金 

41 欧子辰 万家基金 



               
 

42 陈圆圆 上银基金 

43 魏晓康 上海领久私募基金 

44 曾广坤 诺安基金 

45 魏刚 农银汇理基金 

46 刘源 九泰基金 

47 李竹君 华宝基金 

48 陈淳 华安基金 

49 刘宇 恒越基金 

50 赵小燕 恒越基金 

51 徐志华 国联安基金 

52 陈宪 东吴基金 

53 汤其勇 东方基金 

54 王晓彦 中银基金 

55 王寒 中银基金 

56 丁戈 中银基金 

57 郭昀松 中银基金 

58 刘李杰 中融基金 

59 李佳嘉 海富通 

60 王申璐 光大永明 

61 冉欣宇 瑞信致远 

62 张文博 北信瑞丰 

63 张金涛 长江养老 

64 于蕾 国寿养老 

65 赵一路 友邦保险 

66 张炜林 中金资本 

67 胡纪元 长城财富资产 

68 何欣知 阳光资产 

69 王晶 太保资产 

70 朱小虎 申九资产 

71 徐志康 韶夏资本 

72 张亚北 上海喜世润投资 

73 蒋暘晶 润晖投资 

74 方何 瑞吉投资 

75 彬彬 人保资产 

76 张海波 人保资产 

77 朱冰兵 朴信投资 

78 李胜敏 聚劲/顶天投资 

79 郭元庆 津投资本 

80 曹剑飞 金辇投资 

81 梁斌 建投资管 

82 张培培 混沌投资 

83 程海泳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 

84 黄勇 广州金控资管 



               
 

85 于洋 广发证券资管 

86 赵栋 观富资产 

87 陈俊源 敦和资产 

88 任云鹤 道仁资产 

89 姚铁睿 禀赋资本 

90 李梦杰 源乐晟 

91 赵宁 建信理财 

92 赵永闽 建信理财 

93 梁辰 财通投研 

94 刘宏 Mighty Divine 

95 林伟 财通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