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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建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喜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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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6,904,477.78 443,227,544.64 7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345,957.90 -46,635,726.44 35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5,901,790.38 -48,247,903.28 34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23,316.02 -34,549,446.33 8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3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3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2% -2.00% 6.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425,951,542.96 5,225,945,943.08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6,874,837.22 2,563,814,436.02 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608.1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52,326.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1,883.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3,434.42  

合计 2,444,167.5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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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6,8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建锋 境内自然人 37.00% 589,559,784 474,995,006 质押 589,527,395 

胡建龙 境内自然人 2.63% 41,985,593 41,985,593 质押 41,634,093 

陈富强 境内自然人 2.36% 37,543,752 0   

中信建投证券－

工商银行－中信

建投中核钛白财

富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28,122,972 0   

游国华 境内自然人 0.37% 5,901,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零七组合 
国有法人 0.23% 3,692,000 0   

周小兵 境内自然人 0.23% 3,621,300 0   

陈志恒 境内自然人 0.19% 3,050,000 0   

民生通惠资管－

工商银行－民生

通惠聚鑫 6 号资

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3,000,000 0   

王松峰 境内自然人 0.17% 2,695,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建锋 114,564,778 人民币普通股 114,564,778 

陈富强 37,543,752 人民币普通股 37,543,752 

中信建投证券－工商银行－中信

建投中核钛白财富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8,122,972 人民币普通股 28,12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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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华 5,9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01,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3,6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2,000 

周小兵 3,6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1,300 

陈志恒 3,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000 

民生通惠资管－工商银行－民生

通惠聚鑫 6 号资产管理产品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王松峰 2,69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5,400 

肖国文 2,644,380 人民币普通股 2,644,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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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386,091,020.47 256,324,468.78 50.63% 主要系报告期销量增加及货款账期未到所致。 

预付款项 249,309,262.17 133,449,593.29 86.82%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的原辅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598,385.72 137,176,782.43 -89.36% 主要系报告期赎回到期的理财产品。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4,173,413.34 342,555,760.00 32.58%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票据 654,233,976.32 488,486,784.77 33.93% 主要系报告期票据池出票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1,358,379.78 30,003,904.03 71.17%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盈利大幅增加致应交流转税、

所得税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625,600.00 250,052.00 150.19%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销售运杂费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1,019,653.34 -598,000.00 18665.16%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224,047,826.45 105,701,868.55 111.96%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盈利大幅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796,904,477.78 443,227,544.64 79.80% 主要系报告期主营产品销售量价同比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 556,302,341.11 384,797,536.92 44.57% 
主要系报告期主营产品销量增加，及原辅材料价

格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8,484,067.04 2,416,913.93 251.03% 
主要系报告期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

船使用税计入税金及附加所致。 

财务费用 13,257,187.66 21,977,043.23 -39.68%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借款利息及票据贴现利息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43,571.79 2,248,804.43 35.34%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444,722.49 3,561,366.33 502.1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盈利大幅增加致当期所得税费

用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11,617,653.34 -15,548,000.00 817.89%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593,885,153.10 189,195,957.03 213.90% 

主要系报告期主营产品销售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480,551,093.50 146,001,092.78 229.14%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原辅材料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5,421,242.43 15,357,675.88 260.87%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所得税及流转税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0 241,000,000.00 -58.51%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11,920,885.89 21,883,165.35 -45.52% 主要系报告期借款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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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096,215.28 56,138,675.51 -78.45%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李建锋、

郑志锋、

陈富强、

胡建龙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1）保证上市公

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

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人及本人的其他关联方。（2）

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

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3）保证本人推荐出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

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

的人事任免决定。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

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

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2）保证本人及本人的其他

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上市公司的资

金、资产。（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人及

本人的其他关联方的债务提供担保。3、保证上市

公司的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

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上市公司

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不

与本人或本人的其他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人的

关联公司兼职和领取报酬。（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

独立纳税。（6）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

2012 年 09

月 27 日 
永久 

正常履行，

未发现违

背承诺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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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4、保

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设

置独立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并能独立自主地运

作。（2）保证上市公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

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分开；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

系，保证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

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职能部门

之间的从属关系。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1）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

经营的能力。（2）保证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及

行使基于本人在上市公司任职所产生的职务权利

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3）保

证上市公司后续资产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

业务。（4）保证尽可能规范并减少上市公司与本人

及本人其他关联方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

法进行。6、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承诺与保证在本

次发行完成后且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含 5%）的股份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7、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 

李建锋、

郑志锋、

陈富强、

胡建龙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1、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不在中国境内外投

资、收购、兼并与中核钛白现有主营业务有直接竞

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2、若中核钛白今后

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控制的

其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方式，或

以参股的方式从事与中核钛白新的业务领域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活动。3、如若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控制的单位出现与中核钛白有直接竞争的经营业

务情况时，中核钛白可以提出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

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中核钛白经营。

4、本人承诺不以中核钛白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

利益，进而损害中核钛白其他股东的权益。以上声

明与承诺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核钛

白本次非公开发行（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正式生

效，并将在承诺人持有中核钛白股票期间长期有

效。如因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或组

织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中核钛白的权益受

到损害的，则本人同意向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 

2012 年 09

月 27 日 
永久 

正常履行，

未发现违

背承诺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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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锋、

郑志锋、

陈富强、

胡建龙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承

诺。本人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中核钛白股东的义

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中核钛白（包括其控制的企

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

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中核钛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

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

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

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

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

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

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人承

诺在中核钛白股东大会对涉及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务。本人将不会要求和接受中核钛白给

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

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杜绝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公司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

行为。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及本人

的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本人保证将依

照中核钛白的章程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

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

损害中核钛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除非本人不

再为中核钛白之股东，本承诺始终有效。若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给中核钛白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一切

损失将由本人承担。 

2012 年 09

月 27 日 
永久 

正常履行，

未发现违

背承诺事

项。 

李建锋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注入资产房产的相关承诺。如

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因安徽金星钛白

（集团）有限公司、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盐城

福泰化工有限公司的房产的权属瑕疵而遭受任何

损失，其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中核钛白足额补偿；对

于上述权属瑕疵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

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部

由其以现金承担。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永久 

正常履行，

未发现违

背承诺事

项。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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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已全部履行完毕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790.75% 至 2,263.44%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000 至 25,000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57.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毛利率提升，同时公

司加强内部管理，增强了盈利能力。  

注：公司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57.78 万元，同期可比数绝对值较小，因此公司 2017 年 1-6 月经

营业绩预告变动的幅度超出 50%。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基金 
299,000,00

0.00 

111,617,653.3

4 
111,019,653.34 0.00 0.00 0.00 

410,019,653

.34 
自有资金 

合计 
299,000,00

0.00 

111,617,653.3

4 
111,019,653.34 0.00 0.00 0.00 

410,019,653

.34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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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行业与公司基本情况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建锋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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