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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及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
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3:00-14:00，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
开了 2021 年度及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
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度及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暨问题征集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23），并通过邮件等方式提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202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3:00-14:00，公司董事长黄建荣先生，
独立董事李秉心先生、总裁王喜兵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胡晗东先生，财务
总监张树祥先生，共同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 1：董事长好，在您看来，为了按计划推进项目，SDLA 项目潜在的风险
有哪些？公司是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的？谢谢
回复：您好。主要潜在风险包括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外汇汇率波动的风险、
海外资源开发中的国别风险等，具体应对措施您可以详细查阅公司 2021 年度报
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和分析”里“可能面对的风险”的相关内容。

谢谢。
问题 2：黄董事长好，对于控股股东塔城国际被冻结的股份，未来是否还会
被司法拍卖？
回复：您好。不排除还会被司法拍卖的可能。
谢谢。
问题 3：胡总好，在图歌地图上，SDLA 项目的坐标是否是-25.21937731933984,
-66.74480511621786 附近？在谷歌地图，由卫星拍摄的照片中，现场目前只有
大片大片的太阳池，两个月以来没有太大变化，是否意味着项目现场这两个月没
有实际进展？
回复：您好。目前安赫莱斯盐湖项目确定为 5 万吨/年吸附+膜提锂新工艺，
不需要再进行蒸发池的建设。
谢谢。
问题 4：维摩亚洲 12.5%的股权还能继续收回吗？谢谢！
回复：您好。公司将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决定。
谢谢。
问题 5：预计环评报告什么时候可以修改完成，什么时候报送当地政府部
门？
回复：您好。预计将于一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当地政府部门审核。不排除政
府审核部门要求进一步修改的可能。
谢谢。
问题 6：完成原有环评报告的修改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谢谢！
回复：您好。公司正和相关机构一起修改环评报告，预计 1 个月内将完成。
谢谢。
问题 7：3500 吨碳酸锂的生产计划，是 5 万吨的试产量还是 2500 吨项目的
产量？
回复：您好。是 5 万吨/年项目的产量。谢谢。
问题 8：21 年产量 200 多万吨，和 400 万吨相差很远，原因是什么？1 季度
产量多少吨？如何保证 22 年 400 万吨达产？
回复：您好。塔中矿业 2021 年完成产量 284.93 万吨，和 2021 年度计划 320
万吨相差 35 万吨，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2022 年 1 季度，因极端气候及中国

疫情防控的影响，未达到季度平均产量。2022 年，公司将优化和调整职工力量，
提高井下装备水平，提高井下生产效率；并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确保 2022 年实
现 400 万吨产量。
谢谢。
问题 9：请问黄董事长，阿里扎罗盐湖总预计储量折 LCE 超 1000 万吨，公
司阿里扎罗所有领域占总盐湖比例大概多少？以及预计阿根廷税率大概是多
少？
回复：您好。阿根廷托萨公司拥有阿里扎罗盐湖面积 338 平方公里，占其总
面积的 22.38%。阿根廷目前综合税率占销售收入的 35%以下。
谢谢。
问 题 10 ： 受 疫 情 影 响 ， 阿 根 廷 锂 项 目 今 年 年 内 是 否 能 顺 利 出 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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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您好。中国和中国以外的疫情防控政策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目
前阿根廷项目正按照既定计划执行。
谢谢。
问题 11：上次拍卖流拍后是否有新的进展，下一次的拍卖何时进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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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您好，公司暂未收到相关股东的通知。谢谢。
问题 12：请问，公司 2022 年度经营计划中，1、利润 15 亿是否已考虑了不
利因素如：汇兑损失、所得税率提高？2、碳酸锂 4 亿的利润是指今年 5 万吨新
项目试产的利润还是原来联合体的 2500 吨产能带来的利润？谢谢
回复：您好。已考虑了相关因素。4 亿利润系阿根廷锂钾公司 2022 年 5 万
吨项目的投产部分产生。
谢谢。
问题 13：请问：本次定增报送证监会的具体日期？
回复：您好。待公司完成商务部审批、发改委备案后，公司将及时将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报送有关监管机构审批。
谢谢。
问题 14：索莫尼汇率损是长期性损失还是短期，目前国际环境汇率变化加
剧，不排除极端汇率情况。公司是否有相关对冲规避方案。

回复：您好。索莫尼汇率贬值损失仅为公司记账损失，非实际损失。随着国
际地域形势的变化，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会加大。公司正与相关国际机构合作，
寻求降低汇率变动风险的方案。
谢谢。
问题 15：请问胡总，安赫莱斯卤水锂矿正在建设的年产 5 万吨 LCE 锂盐产
能项目是一次性投产 5 万吨产能，还是会分批次逐步投放产能？
回复：您好。公司将一次性投资建成 5 万吨/年碳酸锂当量锂盐产能。
谢谢。
问题 16：证监会关于宋都的一系列问询，是否会影响珠峰与启迪清源的合
作？
回复：您好。不会影响公司与启迪清源的合作。
谢谢。
问题 17：根据目前公司公布的方案，除蓝晓外，中电建和启迪宋都都是带
资建设，实际上无需定增即可满足初期开发的资金需求，公司是否会取消定增计
划？
回复：您好。公司不会取消非公开发行计划。
谢谢。
问题 18：目前定增推进进度如何，是否还存在技术层面问题？
回复：您好。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材料已基本准备就绪，不存在技术层面问
题。公司目前正调整珠峰香港所持股权（公司将从 54%调整至 87.5%）比例，该
事项尚需提交商务、发改部门审批和备案。谢谢。
问题 19：请问黄董事长，对于引入新的战略财务投资合作伙伴（类似宋都
和珠峰的关系），贵公司是否仍然持开放态度？
回复：您好。公司对引入新的战略财务投资合作伙伴仍然持开放态度。
谢谢。
问题 20：按理解，公司与嘉能可应该是美元结算，索莫尼汇率损失如何产
生？是记账问题还是美元转为索莫尼以后的真实损失？
回复：您好。汇兑损失系塔中矿业应付公司股利以索莫尼记账，索莫尼贬值
后导致公司应收股利（人民币）减少。该损失为记账损失，不是实际损失。
谢谢。

问题 21：请董事长简要介绍一下公司所属行业的技术水平及技术特点
回复：您好。在有色金属铅锌采选行业，公司旗下矿山为多金属矿，目前采
用行业内的成熟工艺。公司井采规模属于特大型矿山。在锂盐湖开发行业，公司
采用的是全球领先、高效的提锂技术，具备生产周期短，回收率高等特点。
谢谢。
问题 22：目前看公司计划在阿根廷生产氯化锂，公司是否计划在国内建设
碳酸锂工厂？
回复：您好。如有需要，公司会考虑建设产品深加工厂。
谢谢。
问题 23：根据贵公司 3 月发出与蓝晓的签订的重大合同进展情况和内容，
想请问贵公司环评通过时间？或正在通过？谢谢！
回复：您好。2018 年，公司原有环评申报工艺是是 2 万吨/年盐田蒸发工艺，
2019 年又调整为 2.5 万吨/年萃取工艺。目前公司确定为 5 万吨/年吸附+膜提锂
新工艺，进行原有公司环评报告的修改，并在完成后及时报送当地政府审核。环
评报告完成后审批时间约为 15-20 个工作日。
谢谢。
问题 24：您好，请问：公司在未来规划中，是否与国内电池企业展开直接
合作？
回复：您好。公司不排除和国内电池生产企业直接合作的可能。
谢谢。
问题 25：针对个人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阿根廷盐湖环评问题，预计什么时
候环评能通过。
回复：您好。目前公司正按照最新的吸附+膜提锂技术，修改原有的公司环
评报告，并在完成后及时报送当地政府审核。环评报告完成后审批时间约为
15-20 个工作日。
谢谢。
问题 26：珠峰在项目层面是否会引入有实力的战投机构投资者？
回复：您好。只要对公司发展有利，如项目需要，公司会考虑引入有实力的
战投。
谢谢。

问题 27：环评到哪里阶段，预计批准时间，是否需要建好厂房等固定资产
投入才能获批环评许可证？
回复：您好。目前公司正按照最新的吸附+膜提锂技术，修改原有的公司环
评报告，并在完成后及时报送当地政府审核。环评报告完成后审批时间约为
15-20 个工作日。不需要建好厂房等固定资产投入才能获批环评许可证。
谢谢。
问题 28：启迪清源及其联合体的后续采购订单合同进展如何？5 月 1 日前会
有公告吗？是否会影响盐湖开发进度？
回复：您好。公司和启迪清源的 BOT 合同正按照合同约定正常履行中，不会
影响盐湖开发计划进度。
谢谢。
问题 29：环评的进度怎么样，大概还需要多久能通过环评？
回复：您好。目前公司正按照最新的吸附+膜提锂技术，修改原有的公司环
评报告，并在完成后及时报送当地政府审核。环评报告完成后审批时间约为
15-20 个工作日。
谢谢。
问题 30：请您详细解释一下，一季度索莫尼汇兑损失一个亿的具体情况，
是实际损失还是记账损失？
回复：您好。因俄乌战争影响，2022 年第一季度塔国索莫尼出现较大幅度
贬值。该损失为记账损失，不是实际损失。
谢谢。
问题 31：中电建 EPC 合同进展如何？资金筹措进度如何？
回复：您好。中电建 EPC 合同生效的前提是融资方案落实，目前融资方案已
确定，部分人员已进场，工程设计正在进行中。
谢谢。
问题 32：请问具体的税种税率变化，一季度的所得税增加是长期的吗？
回复：您好。塔吉克斯坦新的税法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所得税从原
有的 13%增长至 18%。
谢谢。
问题 33：上海疫情对于阿根廷盐湖项目的设备发货是否产生影响？

回复：您好。根据已签署的合同约定，首批设备将于 5 月底交付至上海港。
如届时仍然受影响，公司将及时调整方案，通过国内其他港口进行接收和发运。
谢谢。王喜兵
问题 34：公司对于今年锂价走势怎么看？公司 SDLA 项目进展如何？
回复：您好。目前锂金属市场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公司依然看好碳酸
锂未来走势，价格将继续上涨。安赫莱斯盐湖项目正根据公司和相关合作方签署
的合同，正常履行中。
谢谢。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
况，请详见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路演中心平台
（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
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