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
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西
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或“公司”）2011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就贵所下发的《关于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407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中所提问题及公司回复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问题：1.你公司在建工程扎布耶盐湖二期期末余额为 0.17 亿元，报告期对
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作为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0.37 亿元，你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决定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 3.52 亿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你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决定终止
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3.22 亿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请结合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情况、你公司战略发展及资金需求等，说
明你公司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性补流的原因。
另外，请说明你公司原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是否审慎考虑到市场、行业
变化及风险，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说明你公司是否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是否有效，募集资金是否闭环管理，募投项目工程款支出是否真实准确，相关
资金往来单位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
资金是否存在被挪用、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请保荐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公司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性补流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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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及公司原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是否审慎考虑到市场、行业变化及
风险
（一）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性补流的原因
1、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
（1）终止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性补流的基本情况
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项目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取得《甘肃省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关于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锂资源二期开发建设工程产品方案等内容调整
的批复》（甘发改产业[2010]1338 号），项目实施主体为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
司；建设周期约 2.5 年；总投资约 33,982.6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27,165.19
万元。
公司原计划拟在白银扎布耶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新建锂盐生产线，并对原
氢氧化锂精制液生产设施进行扩建，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相关外部
客观条件变化等导致白银扎布耶多年生产成本较高，毛利长期为负，严重影响上
市公司业绩，同时生产受工艺及环保条件的限制，白银扎布耶 2020 年全年处于
停产。截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本项目已完成投资 44.55 万元，投资进度 0.16%。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2,208.70 万元（包含银行利息），剩余募集资金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具体计划投资构成及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万元）

1

工程费用

26,511.61

2

其他费用

2,596.54

44.55

3

预备费

3,492.98

-

4

铺底流动资金

1,381.50

-

33,982.62

44.55

总投资

2021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告编
号：2021-039），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已发表核查意见；2021 年
6 月 18 日，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终止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公司决定终止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结合自身技术
水平、成本管控水平等原因综合决策的结果，具体原因如下：
① 白银扎布耶生产成本不具备优势，拖累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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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工艺及技术落后，公司锂盐产品生产加工成本较高，缺乏市场竞争力，
白银扎布耶存续 18 年期间，只有个别年份经营盈利，截至 2021 年累计亏损
10,801.35 万元，长期拖累公司业绩。
② 白银扎布耶自身技术薄弱不具备市场优势
白银扎布耶现有技术团队力量薄弱，技术人员满足一期生产线的需要，但不
具备开发新的生产线的能力，从 2009 年开始，白银扎布耶开始启动电池级碳酸
锂实验项目，先后投入 1,600 余万元，以外聘业内专家、与第三方从业者签订技
术开发合同进行项目研发和找外部科研院所等多种方式进行项目开发，但鉴于客
观市场形势发生变化，二期项目的工艺技术路径一直没有定论。此外，白银扎布
耶一期项目中关于环保设计相对现在的建设标准要求预估投入不足，就加工锂精
矿所带来的混盐处理问题，暂没有有效的技术处理手段，使其达到循环化经济，
现有技术已经处于落后状态，且目前白银扎布耶的生产能力也仅在工业级产品上，
随着行业内盐湖提锂技术进步，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
③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根据宝武集团要求，公司要做到专业化聚焦，做大做强矿产主业，力争成为
国内盐湖提锂龙头企业，同时引入当前市场主流的盐湖提锂技术，实施新的“扎
布耶盐湖绿色综合开发利用万吨级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公告编号：2021-055），
该项目为锂盐开采及深加工一体化设计，项目实施后白银扎布耶的业务已无实际
意义。因此，考虑到白银扎布耶经营实际以及公司的战略及新项目投资需求，公
司决定终止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2022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公开挂牌转让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告编
号：2022-022）。
综上所述，鉴于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面临的实际情况及公司经营状况等多重
因素，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公司决定
终止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扎布耶盐湖二期项目
（1）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性补流的基本情况
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已取得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的藏环审
[2010]77 号环评批复文件。项目实施主体为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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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已完成投资 3,739.79 万元，投资进度
11.03%。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5,197.13 万元（包含银行利息），剩余募集
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具体计划投资构成及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万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万元）

1

工程费用

37,612.63

-

2

其他费用

7,165.56

3,739.79

3

预备费

3,134.47

-

4

流动资金

1,818.54

-

49,731.20

3,739.79

总投资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终止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已发表核查意见；2021 年 9 月 27 日，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自扎布耶一期技改工程完成至今，扎布耶盐湖生产工作一直稳步进行，给公
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扎布耶盐湖二期地处藏西腹地，自然条件恶劣，结合西
藏扎布耶十几年来的生产运营，公司认为扎布耶盐湖生产工艺仍存在优化、提升
的空间。自 2016 年起，公司在西藏扎布耶现场开展太阳池结晶工艺的优化、提
升试验工作，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积极推进加碱提锂、扰动法、兑
卤法、立体结晶诱导法等试验，积极开展二期工艺试验工艺路线等实验工作。本
着谨慎投资的原则，公司审慎推进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的投资建设进度。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盐湖资源绿色综合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原募投项目扎
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的设计及“太阳池”结晶法工艺已不适用现在大规模的生
产需求，公司拟引入当前市场主流的盐湖提锂技术，通过“盐田蒸发+膜分离技
术+结晶蒸发技术提锂技术路线”实施新的投资开发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告的《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关于西藏扎布耶盐湖绿色综合开发利
用万吨级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公司本着稳健经
营的原则，为提升经营业绩，综合决策，决定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
（二）公司原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是否审慎考虑到市场、行业变化
及风险
公司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均为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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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81 号）核准，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
1、项目实施背景
2010 年 1 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把藏西盐湖开发列为“十
二五”重点建设项目规划。根据公司 2010 年 10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 2010 年度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修订稿）》（公告 2010-023），本次投资
决策基于对当时电子产业高速发展带动锂电池消费量大幅度增加，引起世界市场
碳酸锂需求量急剧增加的基本行业判断。
（1）扎布耶盐湖一期技改工程较为成功
西藏扎布耶锂资源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一期工程已被国家计委于 1996 年列
入“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并被西藏自治区政府列入《西藏自治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国家重点项目和 2010 年远景刚要》，该工程项目已于
2004 年 9 月建成投产，并于 2006 年 11 月通过竣工验收。但由于设计参数偏高、
资本金投入不足等诸多因素，致使该项目一直未能达到设计产能要求，因此公司
通过 2011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扎布耶一期工程技改项目，存在的实际
问题进行技术改造、优化完善生产工艺，并已于 2013 年 8 月完成技改工程主体
及附属建设。扎布耶一期技改项目优化公司锂盐的生产，多年来创造了较好的效
益，2010 年至今，公司锂盐产品累计生产 64,838.27 万吨，贡献收入 124,316.19
万元、利润 9,270.52 万元；2021 年度公司锂盐产品销售额达到 28,853.09 万元，
净利润 8,858.79 万元，成为公司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
（2）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拟扩大锂资源的开发规模
鉴于公司扎布耶一期工程确认了“太阳池浓缩法”的可行性，公司拟在扎布
耶一期工程实施技改的同时，开展二期工程的建设，以扩大锂资源的规模化开发。
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与西藏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相配套，使用扎布耶盐湖二期工
程建成达产后产出的锂精矿为原材料生产电池级碳酸锂与工业级碳酸锂。项目实
施后，扩大锂精矿产能至 26,628 吨/年，实现锂资源的规模化开发；扩大锂盐产
能至 15,000 吨/年，同时将以工业碳酸锂为主的锂盐产品结构调整为以电池级碳
酸锂为主的产品结构，提前布局以适应未来几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趋势。
2、公司原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已审慎考虑到市场、行业变化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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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为贯彻实施中央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积极把握行业发展机会，公司董事会经
审慎分析后决策通过实施锂资源开发、深加工项目，实现规模经济，快速推动公
司发展；同时，公司聘请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
布耶二期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并出具《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
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矿山部分）》、
《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白银扎布耶锂资源开发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对
锂产品市场发展情况、项目投资建设基础与环境、项目工艺与技术、预计的收入
成本分析等进行了详细分析测算。公司 2010 年投资决策时已经审慎考虑到了市
场、行业变化及风险。
3、面对市场及行业变化公司调整了投资方案
自扎布耶一期技改工程完成至今，扎布耶盐湖生产工作一直稳步进行，给公
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扎布耶二期地处藏西腹地，自然条件恶劣，结合西藏扎
布耶十几年来的生产运营，公司认为扎布耶盐湖生产工艺仍存在优化、提升的空
间。自 2016 年起，公司在西藏扎布耶现场开展太阳池结晶工艺的优化、提升试
验工作，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积极推进加碱提锂、扰动法、兑卤法、
立体结晶诱导法等试验，积极开展二期工艺试验工艺路线等实验工作。本着谨慎
投资的原则，公司审慎推进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的投资建设进度。
2021 年，公司聘请专家团队认真评估后认为，原募投项目扎布耶盐湖二期
工程项目的设计及“太阳池”结晶法工艺已不适用现在大规模的生产需求。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公告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扎布耶盐湖绿
色综合开发利用万吨级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项
目拟采用纳滤膜法除杂技术，工艺技术、生产流程、经营管理方面均和原有使用
“太阳池”结晶工艺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公司 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告的《西藏
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扎布耶盐湖 100 吨氢氧化锂中试技改项目立项
及中试合同签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公司通过该中试项目，进一
步验证并确定吸附耦合膜法提锂工艺路线，公司“绿色综合开发利用万吨级电池
级碳酸锂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之中。
综上所述，在藏西盐湖开发列为“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规划的背景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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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基于当时对行业的判断，对项目进行了审慎投资决策，其后生产实践中，发现
扎布耶盐湖生产工艺仍存在优化、提升的空间，公司审慎推进项目建设节奏，重
新对工艺进行了论证，终止原募投项目，以更好的推进扎布耶盐湖开发及相配套
的深加工项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公司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
（2）查阅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管理台账及相关建设
资料；
（3）访谈公司管理层，关于募投项目实施决策相关情况以及终止扎布耶盐
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4）查阅 2011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相关资料、审批文件、决策文件；
（5）查阅公司历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项目投资进度资料；
（6）查阅关于碳酸锂、电池级碳酸锂相关行业研究分析资料；
（7）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变更、绿色综合开发利用万吨级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相关的公告文件；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鉴于白银扎布耶二期工程面临的成本高企，缺乏市场竞争力且白银扎
布耶公司连续亏损多年，同时公司计划实施新的扎布耶盐湖综合开发项目，本着
稳健经营的原则，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公司决定终止白银扎
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备合理性。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盐湖资
源绿色综合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公司经营引入当前市场主流的盐湖提锂技术，
通过“盐田蒸发+膜分离技术+结晶蒸发技术提锂技术路线”实施新的投资开发计
划。原募投项目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的设计及“太阳池”结晶法工艺已不适
用现在大规模的生产需求，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为提升经营业绩，综合决
策，决定终止扎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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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扎布耶盐湖二期、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属于公司扎布耶一期项目的扩
大化生产，由于后续生产实践中，发现扎布耶盐湖生产工艺仍存在优化、提升的
空间，公司审慎推进项目建设节奏，重新对工艺进行了论证，并在 2021 年度终
止原募投项目，拟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对扎布耶盐湖进行综合开发。扎布耶盐湖二
期、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均取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且公司
聘请外部机构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分析，原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已审慎考
虑到市场、行业变化及风险。
二、请说明你公司是否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是否有效，募集资金是否闭环管理，募投项目工程款支出是否真实准确，相关资
金往来单位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资
金是否存在被挪用、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有效，闭环
管理
公司分别于2011年和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并与保荐机构、相
关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已采取了专户存储管
理。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西藏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闭环
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审批程序。同
时，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使用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
目的投入情况；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
公司履行相关程序，分别于2021年6月和9月终止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和扎
布耶盐湖二期工程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3.22亿、3.52亿元累计6.74亿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有1个募集资金专户和1个定期存款账户，均为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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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西藏银行

830000001018010815602

4,440.65

募集资金专户

西藏银行

830000004608510000437

14,000,000.00

定期存款账户

合

14,004,440.65

计

（二）扎布耶盐湖二期和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工程款支付情况
公司募投资金支付工程款均履行支付审批程序，经办人员在核对合同、发票
及各级审批手续，符合付款要求后，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付款。募投项目的工
程款支出均真实准确。
公司扎布耶盐湖二期和白银扎布耶二期募投项目工程款支出情况见下表：
供应商名称

募投项目名称

支付内容
二期设计费及防渗工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程设计等

支付金额（元）
3,524,000.00

西藏永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B 户型房屋

13,396,720.12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结晶池工程

8,233,857.33

重庆三峡涌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费

西藏恒鑫分公司

二清洁生产审核咨询

山西中安质环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服务费

西藏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热地质大

二期盐田建设及职工

队

宿舍勘查费
二期工程项目前期监

四川省创晖德盛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扎布耶盐湖二
东莞市永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期项目

测费
太阳能膜聚

638,988.00

250,010.50

1,373,774.99

300,000.00
630,000.00

项目人员的工资、车
公司项目支出

辆油料、修理费、业

3,332,350.49

务费、办公费等
天津汇鑫运诚贸易有限公司

购车辆款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

1,095,781.48

二期水资源勘查费

600,015.50

海明文化出传媒广告

二期开工典礼费

113,000.00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费

250,000.00

西藏凯亮矿产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咨询费

300,000.00

重庆川东地质工程勘查院西藏分院

咨询费

950,000.00

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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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龙翔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咨询费

200,000.00

西藏鑫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费

300,000.00

西藏华正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费

700,000.00

西藏自治区建筑勘查设计院

职工宿舍设计费

600,000.00

北京国信安科技术有限公司

咨询费

380,000.0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

职工周转房岩土工程

院

勘查费

四川精财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西
藏分公司
西藏天平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
司

115,000.00

工程审计费

39,124.33

施工图纸审查费

37,000.00

中行康昂多路支行项目专户

银行手续费

评审费（个人）

评审费

黄子魁

交易中心服务费

扎布耶盐湖二期项目小计

9,518.82
24,000.00
4,800.00
37,397,941.56

中行银行康昂多路支行

手续费

9,081.17

拉巴江村、吴启坤及格列等人

出差费

15,491.00

兰州汇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白银扎布耶二
期项目

中南大学新材料工程中心

安防设备
二期工艺深度碳化技
术服务

公司项目办公费

办公费

白银扎布耶二期项目小计

300,477.50
120,000.00
580.00
445,629.67

总

计

37,843,571.23

（三）相关资金往来单位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相关资金是否存在被挪用、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活动为支付募投项目款和在授权范围内的银行理财
支出，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支付活动。经查询，公司扎布耶盐湖二期项目和白银
扎布耶二期项目工程款支付单位中，西藏永兴工程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西藏矿业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制且公司持股 50.00%的关联方企业，属于关联方交易，该
关联方交易按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程序，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不存在
输送利益的情况。除西藏永兴工程有限公司外供应商单位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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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募集资金均严格按照《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的规定存放及使用，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挪用或用于质押担保等情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了解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
（2）了解公司募投项目的管理流程，查阅大额募集资金支付相关的凭证、
合同及内部审批文件；
（3）取得公司募投项目支付台账，检查支付审批程序是否按管理制度执行；
（4）检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取得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确认募
集资金的存放是否合理，检查是否存在被挪用或质押担保的情况；
（5）选取供应商样本，检查募投项目工程合同、支付凭证，查询工商登记
信息，确认供应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在所有重大方面执行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闭环管理；扎布耶盐湖二期项目和白银扎布耶
二期项目工程款支出真实准确；供应商单位中西藏永兴工程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控制的子公司（同时，公司持有其 50.00%股权），构成关联方交易，该交易按规
定履行了招投标程序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除此之外，募集资金支付
单位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募集资金不存在
被挪用或用于质押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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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周宏科

吴昊杰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