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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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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 

时间 2020 年 1 月 6 日-1 月 7 日 

地点 天齐锂业成都总部二楼大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李波、证券事务代表付旭梅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投资者交流 

附件清单 参会人员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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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访谈记录 索引号 2020-001 

文件名称 2020 年 1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制日期 2020-0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1 号 

时间 2020 年 1 月 6 日-1 月 7 日 

地点 天齐锂业成都总部二楼大会议室 

参会人员 名单附后 

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李波、证券事务代表付旭梅 

交流记录 

一、 公司现状简介 

在全球锂电新能源汽车长期发展的大背景下，天齐锂业矢志不

渝地追求“夯实上游、做强中游、渗透下游”的战略目标，聚焦优

质资源、优质产品、优质客户，专注于细分高端市场，通过在先进

锂电材料上的战略性参股投资，快速触及全球前沿技术信息，理解

核心材料技术趋势。 

公司通过 2014 年控股泰利森、2015 年全资收购张家港工厂、

2017年收购重庆昆瑜锂业部分经营性资产、2018年收购SQM23.77%

股权成为其重要股东，构成战术支撑，在资源和深加工方面持续布

局，形成了产业协同及垂直一体化的全球产业链。 

目前，公司资源基地及加工基地正常运营，泰利森二期锂精矿

独立选矿厂已正常投产，2020 年将根据两位股东的原料需求进行计

划性生产，奎纳纳一期氢氧化锂工厂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投产进入

产能爬坡状态。此外，结合市场动向和公司整体安排，泰利森三期、

遂宁安居和奎纳纳二期等项目进度暂缓，待时机成熟再行启动。 

针对并购贷款带来的债务压力，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正在积

极加紧论证各类融资工具的可行性，伺机而动。 

根据最新的政策动向和行业形势，可以预判市场相关方的焦虑

将很快过去，新能源汽车在锂电技术路径上的确定性显著增强，未

来 10 年到 15 年锂电池将依然是电动汽车商业化的主流选择。行业

周期性、暂时性调整带来市场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市场的力量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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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资源领先、成本领先、技术领先的头部企业

将脱颖而出，市场将给出合理的估值。 

二、 投资者交流问答记录 

1. 问：奎纳纳一期氢氧化锂工厂的建设进度、产品及订单情况？二

期还需投入的资金？ 

答：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启动了“一期氢氧化锂项目”建

设工作，并于 2018 年底启动阶段性调试工作，预计 2020 年第

一季度进入产能爬坡状态并配合客户进行为期 6-9 个月的验厂，

预计 2020 年下半年实现订单销售。公司奎纳纳一期氢氧化锂项

目已经完成了全部长单签署，客户主要系国际主流的正极材料

厂商。工厂可以根据客户订单定制化生产氢氧化锂产品。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奎纳纳二期氢氧化锂项目累计已

投入 7.27 亿元，已经完成总投资近 70%，主体工程也基本完成。

鉴于与一期项目具有极强关联度，公司将在有效验证一期项目

成熟运营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变化、公司资金流动性以及项目经

济可行性等情况综合评判和调整奎纳纳二期氢氧化锂项目未来

的资本金投放计划。 

2. 问：公司生产氢氧化锂的成本是多少？ 

答：目前公司射洪基地有 5,000 吨/年的氢氧化锂产能，加工成

本与行业平均水平持平；但公司获取锂精矿的成本远低于同行

业其他公司的锂精矿采购成本。 

3. 问：公司如何看待氢氧化锂的现状与未来？ 

答：公司氢氧化锂产品的主要客户在海外，主要集中在日本、韩

国，客户对产品品质、性能指标和安全性的要求向来十分严格，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升级换代，未来氢氧化锂产品的市场壁垒会

越来越高，氢氧化锂产品的品质高低会受到锂的资源禀赋的影

响，通常情况下高品位的锂辉石生产的氢氧化锂的品质高于盐

湖提锂产品。公司目前各锂化合物加工基地的原料均来源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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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森的格林布什矿，格林布什矿是全球品位最高、储量最大、成

本最低的固体锂辉石矿，其生产的锂精矿为公司生产高品质的

氢氧化锂产品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 

预计随着特斯拉等爆款车型被市场追捧，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需

求增长将是巨大的，将对氢氧化锂产品的需求形成稳定的支撑。

随着欧洲主要国家以及全球知名车企电动化规划和政策的确

定，全球汽车电动化趋势已经确立，公司对电动汽车行业的长景

气周期更加充满信心。我们认为市场会按照自身规律运行，希望

整个产业链保持良性可持续发展。 

4. 问：公司 2020 年锂产品的产能增量在哪里？ 

答：2020 年公司产品增量主要来自奎纳纳一期氢氧化锂项目和

泰利森二期锂精矿扩产项目。 

5. 问：泰利森的建设生产和销售情况如何？ 

答：目前泰利森生产的锂精矿只销售给天齐和雅保。公司采购的

化学级锂精矿并不对外销售，主要自用于生产锂化工产品；公司

采购的技术级锂精矿主要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销售给玻

璃、陶瓷及瓷器等行业的企业。2019 年 10 月，泰利森格林布什

“化学级锂精矿第二期扩产项目”已完成调试，全面启动运营，

目前泰利森锂精矿产能为 134 万吨/年。 

6. 问：公司的并购贷款情况和偿债计划？ 

答：公司 2018 年末为完成 SQM 股权购买交易，新增并购贷款

35 亿美元，债务结构为 1+1 年期限的 23 亿美元和 3+1+1 年期

限的 12 亿美元。其中，1+1 年期限的债务将使用公司 2019 年配

股所筹集的资金偿还一部分，剩余部分将于 2020 年 11 月到期。

公司目前正在综合论证各类融资工具，积极拓展各类融资渠道，

确保并购贷款本金的偿付。另外，经公司测算，预计今后收到的

SQM 分红收益可支付期限为 3+1+1 年的 12 亿美元债务的利息。 

7. 问：未来 SQM面临的诉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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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中披露过 SQM将面临的环保风险等。根据 SQM

的公开信息，SQM 一直致力于保护环境和阿塔卡玛盐湖，同时

尊重邻近社区；SQM 期待与环境主管部门合作以持续加强与环

境管理体系有关的改进措施。SQM 深信由主管当局认真评估的

合规计划能够保护环境，并将根据法律评估其下一步的行动方

案。根据截止目前公司掌握的信息，SQM 没有对其生产或销售

计划做任何调整。 

提供的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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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 

1 国泰基金 孙朝晖 

2 中欧基金 周应波 

3 中欧基金 刘伟伟 

4 海通证券 施毅 

5 海通证券 甘嘉尧 

6 海通证券 周旭辉 

7 海通证券 岳永健 

8 五矿证券 孙景文 

9 中融基金 朱晓明 

10 朗远资产 黄瑞娇 

11 民生加银 杨林耘 

12 南土资产 刘小昊 

13 雷钧资本 李武跃 

14 中益仁投资 章怡 

15 个人投资者 钱江 

16 个人投资者 刘金滔 

17 个人投资者 邹先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