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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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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3月21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确认，公司2021

年共实现净利润77,360,250.02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332,772.13元，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

利润-31,616,338.73元，本年度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8,949,110.86元。依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瑞矿业 600714 
山川股份、山川矿业、金瑞矿业、

*ST 金瑞、ST金瑞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军颜 甘晨霞 

办公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36号 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36号 

电话 0971-6321867 0971-6321653 

电子信箱 ljyjrky@163.com 1893560775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锶盐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碳酸锶（含工业级碳酸锶、电子

级碳酸锶）、金属锶、铝锶合金、硝酸锶、氢氧化锶和副产品硫磺、亚硫酸钠。 

工业级碳酸锶主要用于磁性材料、电子陶瓷、金属冶炼、烟花焰火及其它锶盐的深加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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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级碳酸锶主要用于制造液晶玻璃；金属锶作为一种较强的还原剂，主要用于生产合金和锶化合

物，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冶金、化工、航空、汽车等工业领域；铝锶合金作为铝合金的变质剂，

主要用于铝锶中间合金的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行业，航空、新能源等方面；硝酸

锶主要用于制造液晶玻璃、陶瓷及焰火等；氢氧化锶作为一种中间产品，主要用于生产锶系列其

他产品。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产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并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根据

客户订单和销售情况进行生产活动安排。 

子公司庆龙锶盐为主要生产企业，地处重庆市铜梁区，现有 2 万吨/年碳酸锶、2000 吨/年

金属锶及 5000吨/年铝锶合金产能规模。所生产工业级碳酸锶纯度高、低硫、粒度稳定；电子级

碳酸锶低钡低钙，是目前国内能应用于液晶玻璃基板的主要锶盐产品；金属锶及铝锶合金系公司

近年来开发的下游产品，进一步延伸了锶盐系列产品产业链，丰富了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种类，提

高了产品附加值。 

报告期内，公司在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应对市

场变化，加大对市场的分析研判和拓展力度，针对下游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及

营销模式，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各关键环节未发生影响经营业绩的重大变化。业绩主要来源为锶

盐业务，其利润源于锶盐系列产品的产销、成本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2021 年度，在市场利好因素带动下，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价格同比增长，营业收入及经营业

绩随之增长。 

（四）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锶盐行业属于制造业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目前行业发展较为成熟，透明度高，

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行业总体规模及下游需求变化不大，产销规模主要受原材料供应及下游客户

需求影响，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 

自2019年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复杂因素及新冠疫情影响，锶盐行业进入周期性调整低谷，下

游需求整体减弱，产品价格表现低迷，总体呈现供需两弱态势。受库存压力影响，行业内企业纷

纷降价以抢夺市场，行业竞争加剧，企业盈利能力减弱。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内疫情的

有效控制和经济的稳步复苏，锶盐行业下游需求恢复，市场迎来回暖行情，产品价格逐步回升。 

2021年，受疫情及国际环境影响，原材料天青石进口渠道不畅，国内矿石供应紧张且采购价格大

幅上升，造成同行业部分企业被迫停产减产，进一步影响市场供需平衡，锶盐系列产品市场价格

一路走高且维持在相对高位，给行业内生产企业带来市场机遇。但纵观行业总体规模、下游需求

及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各生产企业仍普遍面临矿石供应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同质

化竞争加剧及安全环保投入加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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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 2万吨/年碳酸锶、2000 吨/年金属锶及 5000 吨/年铝锶合金产能规模。2021 年，

公司碳酸锶产量 18,486 吨，金属锶 1,465吨，铝锶合金 2,695吨，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

在行业中属中等规模。碳酸锶产品工艺技术及产品质量在国内锶盐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金属锶

及铝锶合金产品在碳酸锶市场向好的带动下，价格及销量同比上涨且首度实现盈利。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

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在安全环保趋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背景下，化工行业面临发展与减碳双

重挑战。一方面， 随着磁性材料、电子陶瓷、金属冶炼、液晶玻璃基板等领域的不断发展，传

统锶盐产品需求增速将会有所放缓，而电子级、纳米级锶盐产品需求增速将会明显加快；另一方

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化工行业低碳发展是必然选择，一些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将会

被逐渐淘汰。精细化、高附加值化学品是未来行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另外，随着新型超细锶盐产

品的研制和开发，锶盐产品的应用将能够覆盖更多领域，是锶盐产品升级换代的重要方向。 

当前，在下游应用领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与升级的带动下，国内锶盐产品正向着电子级、纳

米级、功能化的精细、高附加值化学品方向发展。这些领域对产品的性能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企

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未来，拥有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具备先进制造技术与工艺，能生产高纯

类产品的企业将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获得更好的市场发展机会和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83,232,000.03 687,391,535.64 13.94 674,251,44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8,691,108.15 620,090,412.42 12.68 615,682,965.28 

营业收入 361,353,944.35 163,014,838.22 121.67 166,701,98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7,360,250.02 3,580,123.88 2,060.83 -9,422,84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774,490.73 389,272.57 20,136.33 -10,916,12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074,779.79 4,352,920.40 1,532.81 28,890,04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73 0.58 增加11.15个百分点 -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8 0.012 2,133.33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8 0.012 2,133.3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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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1,932,484.37 88,450,195.70 101,286,845.30 119,684,41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9,146.84 18,043,930.77 30,368,707.57 26,108,46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58,274.44 17,885,459.45 30,265,377.87 27,865,37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43,608.09 22,588,833.41 35,943,291.65 18,386,262.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

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2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19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122,467,041 42.50 0 冻结 122,467,041 国有法人 

青海省金星矿业有限公司 0 41,938,670 14.55 0 无  国有法人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0 15,102,577 5.24 0 无  国有法人 

董伟 1,114,400 6,031,300 2.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敬春 -1,883,013 2,630,000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雅豪 617,900 1,097,900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少光 0 954,600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柳大帅 55,100 937,141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海英 672,100 672,100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家翔 625,300 625,3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的第 2名股东为第 1名股东的控股子公司。第 1名股东持有第 2名股东 40%

的股份，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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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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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面对疫情影响下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与经营层积极谋划，抢

抓市场机遇，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通过强化生产经营组织、加强内部风险管理、持续推进

企业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措施，实现了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 78,323.2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9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9,869.11 万元，

较上年增加 12.68%；实现营业收入 36,135.3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1.67%；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36.03万元，经营业绩较上年大幅提升。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