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0762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 20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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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18:3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财务总监：徐少兵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1.此次储量核实是根据郑绵平院士当年做的勘探储量减去历年开采

量得出的，如何理解这种方法的合理性，以及本次资源储量核实的主

要背景和目的？ 

本次储量核实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公司今年 5 月份采矿

权到期需要续办，矿权延续须提供最新储量核实报告；第二，公司规

划做西藏扎布耶股权优化调整，要结合资源储量报告出评估报告。 

本次储量报告主要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7766-2020、《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盐类第 1 部分：总则》(DZ/T 

0212.1-2020)、《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盐类第 2部分：现代盐湖盐类》

(DZ/T 0212.2-2020)、《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12719-202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定》国土资发

[2007]26 号、《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范》（征求意见稿）

等有关规范编制储量核实报告，相关数据是根据郑绵平院士当年做的



               
 

勘探储量减去历年开采量得出的，由于扎布耶盐湖相对封闭，不存在

卤水外流情况，评审专家认为该方案可信、合理，本报告已通过西藏

自治区土地矿权交易和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 

2.公司近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背景？ 

宝武入主后，西藏矿业根据宝武集团对上市公司相关管理，建立

了全方位的激励机制，公司除了月度、季度、年度均有相应的奖励激

励机制外，还积极探索中长期激励机制，其中股权激励机制就是在这

一背景下推行出来的。 

3.扎布耶一期太阳池法未来的产能规划和经营进展？ 

通过对盐田、结晶池的渗漏修补、一期工艺优化等措施，盐田的

产能利用率和产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年度产量计划安排请参阅公司

之前的相关公告，全年具体产量请留意后续公司年报披露信息。 

 4.万吨级碳酸锂项目的建设进展？ 

目前项目进展情况顺利。 

5.万吨碳酸锂项目光伏光热基础设施配套的进展？ 

目前进展情况顺利。 

6.扎布耶盐湖进一步扩产的潜力有多大？ 

扎布耶盐湖的扩充潜力公司还在做进一步的研究。 

7.未来进一步扩产是否会沿用 EPC+O 的模式？ 

目前不确定，具体方式要视具体情况研究。 

  8.西藏具备开发潜力的盐湖开发的总体进展和公司进一步整合盐湖

资源的潜力？ 

中国宝武和自治区政府均对西藏矿业开发盐湖积极支持，也希望

以扎布耶盐湖开发作为标杆项目，带动日喀则“锂城”建设。 

9.停产白银扎布耶锂盐厂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一是离西藏距离较远，没有成本优势；二是采用的工艺落后，环

保、产品质量均不理想；三是新的万吨级碳酸锂项目正在实施，所以

考虑停产。 

10. 扎布耶盐湖的生产销售节奏如何？ 



               
 

扎布耶盐湖的工艺很契合的用好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

冬季是生产制卤最佳季节，10-12月份收锂盐；销售主要是根据市场情

况有序开展。 

日期 2022年 1月 9日 



               
 

附件：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1 齐丁 中金公司 

2 张家铭 中金公司 

3 邓永明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外资减持） 

4 王冠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谢禛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中金期货-融汇 1号资产管理计划 

6 王建润 中金公司 

7 王政 中金公司 

8 王子瑜 中金公司 

9 北京总机 中金公司 

10 左剑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姚炜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莫彦林 誉辉资本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誉辉慧裕量化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 李卓远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 李海 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 方建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 王浩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 魏延军 沃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 叶晨 望正资产-望正共赢一号及二号 

19 张启明 王崇九-金历投资 

20 王林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李文豪 天铖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2 钱鑫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孙霞 深圳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 林志宗 深圳温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5 吴颖 深圳天际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 吕少靖 深圳市三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7 陈莉莉 韶夏资本 

28 奚嘉键 上海追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 徐继强 上海兆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兆天金牛精选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 王青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 平开明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 王玺宇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禹大道港股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 黄裕金 上海恒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付诚成 上海峰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 秦绪文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6 汪伟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7 彭云 融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8 俞瓅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9 公晓晖 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40 孙鲁闽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 江博文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 詹粤萍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 曹益嘉 昆明云能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 朱运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 刘春胜 华夏财富蓝海基金 

46 张博炜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 陆恒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 杨明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石炯 红土创新基金 

50 夏磊 红塔资管-SZ 

51 何贤 珩生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珩生稳健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 高奇 灏浚投资 

53 柯海平 灏浚投资 

54 石总 海南富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 李亚辉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 闵晓平 国信证券自营 

57 姜绍政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 袁宜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 郑志文 丰源正鑫（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 何萍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 丁佐梅 丁佐梅 

62 尤歆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 顾少华 财信证券自营 

64 申路伟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5 宋小浪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6 ZHUJiawei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67 QIAaron PACIFIC ALLIA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IMITED 

68 HeYiZhen LONGRISING PROSPEROUS CHINA FUND 

69 李可悦 Hillhouse Capital-HCM China Fund 

70 Weiting Liu AZ Multi Asset AZ Equity Greater China 

71 黄裕金 上海恒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 王冠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