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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参与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2年 3 月 18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形式 线上交流 

交流内容及具体问答

记录 

1、公司前期多次表示准备将可转债转股价下修，目前股

价起起伏伏，公司至今未有任何动作，对于前期的表态，

公司是什么看法？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致力主业发展，努力提高经营

业绩以维护投资者权益，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对转股价格是否进行调

整做出决策，感谢您的关注！ 

2、第四季度营收放量主要是合并报表吗，但是该季度收

入增长但是营业利润却同比下降，这是什么原因？ 

答：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发展贸易业

务。 

3、公司 2021 年现金净增加额是负数与净利增加额差距

较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 2021 年项目建设支出资本支出和收购宇邦矿业

支出。 

4、怎么看公司未来市值变化？ 

答：投资者您好，上市公司市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将

在做好现有产业生产经营和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上，继续

丰富资源储量，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努力彰显企业价值，

感谢您的关注！ 

5、国内部分矿企已全球化资源布局，开展海外矿产资源

并购等，请问目前公司海外市场开拓情况如何，国内外市

场营业收入分别占比多少？后续布局全球化发展战略是

怎样的呢？ 

答：目前公司尚未开展海外业务，未来公司将根据发展战

略持续关注海外优质矿山资源，谢谢关注。 

6、公司去年末的存货余额是多少，目前市价变化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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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 

答：公司年末存货余额 5,263.91万元，其中原材料 3,831

万元、库存商品 1,401万元，目前主要库存商品锌精矿的

销售价格高于去年年末。 

7、怎么看待有色金属景气周期，采选业务是否与有色金

属价格波动相关？ 

答：投资者您好，此次有色金属景气周期主要与新能源、

新材料等产业的需求拉动有关，采选业务与有色金属价格

波动存在一定相关性，谢谢。 

8、公司硫酸制备方式是怎样的，是否可以循环利用资源，

目前产能及后续产能规划如何？ 

答：子公司临河新海硫酸生产工艺为接触法，目前年产工

业硫酸 10 万吨，待公司后续硫钛铁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

目投产后，将对采选尾矿进一步充分利用，挖掘循环经济

效能，该项目达产后可年产工业硫酸 100万吨。 

9、宇邦矿业的整合进展如何，预期该矿未来将为公司增

加多少产能？ 

答：投资者您好，宇邦矿业一直积极有序开展安全整改工

作，待后续通过整改验收并经应急管理厅同意后，即可恢

复正常生产。宇邦矿业将在复产后全力推进扩产建设，未

来将通过技改逐步扩产至 825 万吨/年，努力为公司当期

经营业绩做出贡献。 

10、请问一下李总，控股股东参与马尔康金鑫矿业的重

整，后期有没有把金鑫矿业注入到上市公司的计划？去年

的年报时候还有钴金属量 17618 吨，今年的年报里没有钴

金属量是怎么回事？ 

答：公司暂未涉及钴金属资源开发，谢谢关注！ 

11、请说明一下国城资源项目的进展情况，今年四季度是

试车投产还是正式生产？ 

答：投资者您好，国城资源正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预计

2022 年四季度建成投产，力争早日实现产能达产，相关

情况请您关注后续公司公告，谢谢。 

12、2021 年取得的重大荣誉有哪些？ 

答：公司于 2021 年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

奖”、“中国白银产业风尚企业奖”、“碳达峰、碳中和

产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奖”等荣誉。 

13、请问一下李总，国城实业注入上市公司进展什么程度

了？国城实业的审计工作做完了吗？林草地的罚金上交

了吗？银行贷款的审批下来了吗？ 

答：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国城实业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工作已基本完成，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及相关各方

正有序推进和落实本次交易所需的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

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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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关注！ 

14、财务杠杆已经够高，下一步怎么提升 ROE? 

答：你好，公司通过战略规划实施和经营管理，来增加

ROE。 

15、魏董您好，中西矿业的钼矿注入上半年能否完成呢？

已经等太久了。 

答：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国城实业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工作已基本完成，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及相关各方

正有序推进和落实本次交易所需的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

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关注！ 

16、2021 年营业收入 17 亿元，与去年 9 亿元相比，同比

增加了 88.4%，企业是通过哪一方面的努力实现如此巨大

营业收入的增长？ 

答：公司主要产品铅精矿、锌精矿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

涨；合并增加宇邦矿业营业收入；公司发展贸易业务增加

相关收入。 

17、负债增速远快于资产增速的主因是什么？ 

答：你好，公司负债的增速主要是由于负债的基数小引起

的。 

18、公司硫酸业务增长较大且毛利率创新高了，是怎样的

原因？ 

答：公司硫酸业务增长较大且毛利率创新高了主要是市场

价格上涨。 

19、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传导机制是怎样的，存货是用怎

样的方式核算？ 

答：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是按有色金属市场价格减去加

工费确定的，存货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核算。 

20、请问董秘，贵司对今年提升业绩有何具体的举措？谢

谢！ 

答：您好，公司今年将通过实施东矿 350 万吨/年采选扩

产项目、宇邦矿业复工复产后开展 825万吨/年开发建设、

加快国城资源硫钛铁项目建成投产，以及全力推动国城实

业注入等多项重点工作，努力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谢

谢您的关注！ 

21、2021 年主要研发成果有哪些，何时可以成果转换？ 

答：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采选业务，部分子公司在选矿

工艺、回采技术等方面开展研发，有助于提高选矿效率、

降低选矿成本。 

22、如果股价在 21.06 的以上公司会不会上调可转债的

转股价格？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致力主业发展，努力提高经营

业绩以维护投资者权益，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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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前提下对转股价格是否进行调

整做出决策，感谢您的关注！ 

23、区域内主要竞争对手有谁，如何看待与竞争对手的关

系，有没有可能彼此协作？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要产品属于标准化大宗商品，公

开定价，同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同行竞争主要

体现在资源获取和企业运营方面，公司将不断提升运营管

理能力，进一步深挖潜能，降本增效，保障公司长远健康

发展。谢谢关注！ 

24、宇邦矿业现在是什么情况？825 万吨的技改扩建项

目预计什么时候完工？宇邦什么时候能复产？ 

答：投资者您好，宇邦矿业一直积极有序开展安全整改工

作，待后续通过整改验收并经应急管理厅同意后，即可恢

复正常生产。宇邦矿业将在复产后全力推进扩产建设，未

来将通过技改逐步扩产至 825 万吨/年，努力为公司当期

经营业绩做出贡献。 

25、国内环保政策逐渐趋严会对公司造成怎样的影响

呢？公司对此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环保政策的趋严，有利于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利于头

部企业发展。公司把绿色发展作为己任。报告期内，公司

下属矿山以安全月活动、安全大培训、各项应急演练等作

为抓手，通过植树造林、技术改进、自查自纠等方式，多

措并举在全公司范围内形成了重视安全、关注环保的良好

氛围。报告期内，公司主力矿山东矿新增绿化面积 1,200

平方米，积极执行“能耗双控”政策，各项环保数据监测

均达标，为构建环保友好型、安全稳定型社会做出了应有

贡献。 

26、公司业务有无淡旺季，和主要客户的结算周期是怎样

的，是否有质保金？ 

答：公司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有色金属采选业务

采用以产定销模式；二是工业硫酸业务主要采用以销定产

的直销模式。与主要客户结算按照合同执行，主要为预收

货款、款到发货和货到付款，无质保金。 

27、请问重组到那一步了？ 

答：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国城实业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工作已基本完成，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及相关各方

正有序推进和落实本次交易所需的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

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关注！ 

28、马尔康金鑫会不会注入国城矿业？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积极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

兴产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

的重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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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控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

的关注。 

29、您好，国城是否准备把金鑫矿业注入上市公司？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积极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

兴产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

的重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

到控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

的关注。 

30、主持人您好！都在猜金鑫锂矿注入国城矿业，请问有

没这种可能，如没有请公司主动辟谣。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积极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

兴产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

的重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

到控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

的关注。 

31、公司后面会注入锂矿吗？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积极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

兴产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

的重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

到控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

的关注。 

32、公司衍生品收益是浮盈还是已经落袋？主要金属产

品有无套期保值措施，如何看待这次青山集团裸空？ 

答：公司金属产品业务属于有色金属采选，主要产品采用

公开定价和点价方式。其他公司业务情况不是很清楚，不

做评论。 

33、主要金属产品定价机制如何，是否存在长期合同执行

价格偏低，新签合同价格偏高的情况？ 

答：公司主要金属产品销售定价是按有色金属市场价格减

去加工费确定的，采用全产全销、公开报价、款到发货和

货到付款等销售策略。 

34、请问公司主要产品锌精矿、铅精矿、银精矿，2021

年产能多少？相比 2020 年增大了多少产能？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要子公司产能情况如下：东矿主

要产品为锌精矿、铅精矿等，已于 2021年 12 月取得最新

采矿许可证，现核准采矿能力为 350 万吨/年；宇邦矿业

主要产品为银精矿，其核准采矿能力为 60万吨/年，目前

正在申请 825 万吨/年采矿权证；金鹏矿业主要产品为锌

精矿、铅精矿等，核准采矿能力为 15万吨/年。感谢您的

关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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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您好 贵司今年对提升公司的业绩有何具体的措施？

贵司大股东重整金鑫锂矿上市公司有考虑共同参与吗？

谢谢 

答：您好，公司今年将通过实施东矿 350 万吨/年采选扩

产项目、宇邦矿业复工复产后开展 825万吨/年开发建设、

加快国城资源硫钛铁项目建成投产，以及全力推动国城实

业注入等多项重点工作，努力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另

外，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积极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

兴产业趋势的发展道路，该项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

的重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

到控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

的关注。 

36、怎么看待新能源车行业，公司哪些产品用于新能源产

业，有没有相关下游客户？ 

答：投资者您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巨大潜力成为行业共

识。公司主要从事锌、铅等有色金属和银贵金属采选业务，

主要产品为锌精矿、铅精矿、铜精矿和银精矿等，属于初

级加工产品，未直接用于新能源汽车行业。 

37、公司和金鑫是什么关系？ 

答：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金鑫矿业 50%股权，该公司与

本公司无直接股权关系。 

38、目前国城集团收购了马尔康金鑫矿业 50%的股份，我

们都知道金鑫矿业主要是锂矿，也是目前最火热的资源，

公司是否把这部分资源注入上市公司？谢谢！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兴产

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的重

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未收到控

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

注。 

39、矿拿到了没有？ 

答：公司目前正在加紧注入国城实业钼矿。截至目前，国

城实业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工作已基本

完成，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工作正在进

行中，公司及相关各方正有序推进和落实本次交易所需的

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0、国城集团增资众和，国城矿业会不会合并众和重整？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兴产

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的重

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到控

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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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1、目前收购宇邦矿业产生了部分短期业绩波动，宇邦矿

业现在盈利能力如何，2022 年就整合宇邦矿业有什么规

划？ 

答：宇邦矿业因 2021年因停工业绩亏损，2022年宇邦矿

业将按照技改扩产计划组织生产和建设。 

42、请问，这次建新集团与吴城关于国城矿业的股权转让

资金，是为了参与众和重组，运作金鑫矿业？ 

答：您好，此次股权转让是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谢谢您

的关注。 

43、环保压力下，目前国家对公司有利的产业政策有哪

些？ 

答：环保政策的趋严，有利于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利于头

部企业发展。公司把绿色发展作为己任。报告期内，公司

下属矿山以安全月活动、安全大培训、各项应急演练等作

为抓手，通过植树造林、技术改进、自查自纠等方式，多

措并举在全公司范围内形成了重视安全、关注环保的良好

氛围。报告期内，公司主力矿山东矿新增绿化面积 1,200

平方米，积极执行“能耗双控”政策，各项环保数据监测

均达标，为构建环保友好型、安全稳定型社会做出了应有

贡献。 

44、李总您好，公司是否联合控股股东共同开发马尔康金

鑫锂矿？ 

答：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结合自身情况探索符合新兴产

业趋势的发展道路，此次投资是基于其战略发展规划的重

要布局。对于您所提及的相关事项，目前公司暂无收到控

股股东相关计划和安排；后续如有，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

注 

45、公司产品提质升级进展如何，目前产品结构是否还有

优化空间？ 

答：您好，公司今年将通过宇邦矿业复工复产后开展 825

万吨/年开发建设、加快国城资源硫钛铁项目建成投产、

全力推动国城实业注入等多项重点工作，不断丰富公司产

品种类和优化产品结构。 

46、宇邦矿业产能主要化解渠道有哪些，主要覆盖区域有

哪些？ 

答：目前，宇邦矿业产品主要销往下游深加工企业，覆盖

区域涉及河南、湖南、内蒙古等，后续伴随产能的提升，

将进一步拓宽下游客户群。感谢您的关注！ 

47、请问公司今年在新能源领域有哪些规划？谢谢！ 

答：您好，公司主要从事锌、铅等有色金属和银贵金属采

选业务，主要产品为锌精矿、铅精矿、铜精矿和银精矿等，

鉴于当前新能源领域的强劲发展势头，公司将持续关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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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投资发展机会，不断优化自身的资源结构。感谢您

的关注！ 

关于本次活动是否涉

及应披露重大信息的

说明 

不适用 

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

演示文稿、提供的文

档等附件（如有，可

作为附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