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第一部分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017年在国家深化供给侧改革及继续加大安全环保管控力度的

形势下，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钛白粉行业也延续着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的道路。2017年是公司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启航之年。在董事会

的关心、支持下，公司较好地完成了2017年度各项工作目标，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7年公司共完成钛白粉自产总量 135353吨，同比增长 32.34%，

完成钛白粉销售 127880 吨，同比增长 24.5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6.43%；实现利润总额 2.03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44.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37.27%。 

1、南京钛白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开展环保综合治理，节

能降耗与提升品质等措施并举，实现了产品提质降耗，黄石膏产率大

幅度下降，环境风险大幅降低；徐州钛白通过技改消缺，逐步实现满

负荷平稳生产，产品产量稳定提升，金红石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2、销售公司抢抓市场机遇，通过维护重点客户提升销量、大力

开发潜在客户，积极拓展电商平台合作等一系列措施，基本实现了金

红石产量数倍增长情况下的产销平衡；供应公司积极做好市场分析，



牢牢把控钛矿等大宗原料行情，充分利用集中采购优势，实现最佳节

点最优性价比采购；国贸公司积极拓展国际市场，17年出口钛白粉总

量同比增长40%。 

3、健全HSE管理制度，提高全员安全环保素质教育，加强环保设

施管理，确保达标排放；加强设备专业化管理，强化职能部门、车间

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三位一体的设备巡检，抓重点设备检修、改造以

及特种设备日常维护、到期检校验和安全使用管理工作，特种设备到

期检验完成率100%。全年生产装置主要设备完好率98.19%，全部设备

完好率98.54%。确保生产装置长周期运行。 

4、为适应创新发展需要，南京钛白在江北新区化转办研发中心

租赁面积超1000m²的实验室，建设功能性钛白粉研发中心，研究所已

于9月底搬迁至新研发中心，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南京钛白拥有省级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功能性钛白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2017

年申报建设“南京市功能性钛白粉工程实验室”，获市发改委批准，进

入正式建设阶段。结合公司技术发展需求，研究所2017年申报南京市

企业研发项目计划18项，研发工作有序开展。  

5、2017年综合管理工作以协调一体化的运营为重点，以完善各

单位各部门的考核为抓手，协调产供销各部门的无缝对接。针对新形

势，完善金浦钛业销售、供应制度，优化操作流程，提高运营效率。

持续有效地开展“标定争先”工作，促进能物耗指标降低，提高产品品

质。 

二、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江苏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通过

了“江苏省功能性钛白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通过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贯标认证。“南京市功能性钛白粉工程实验室”获得南京市发改委

批准建设；《水性体系用金红石型钛白粉》、《色母体系用金红石型

钛白粉》两项产品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申报《一种硫酸

法钛白煅烧晶种的制备及检测方法》等3篇发明专利及2篇实用新型专

利，并获得受理。    

    2、供应链优势  

    公司成立的供应链公司，有效地实现了公司原料、动力能源、产

品等一系列管理，提升了内部周转效率，降低内部与外部物流、金融

成本，间接提升了公司效益。金浦（美国）发展有限公司的成立，有

助于公司在北美地区的销售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钛白粉行业地位

和国际化品牌优势，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国

际市场最新信息，进一步提升公司境外知名度及竞争力，加快公司的

国际化发展进程。 

    3、HSE优势  

    夯实HSE管理基础，确保安全环保装置稳定运行。加强全员HSE

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环保意识； 严格遵守安全环保相关法律

法规，完善各类汇报制度，杜绝事故发生；做好安全环保事故应急预

案，组织员工进行安全环保应急演练；加强对环保治理设施管理，充

分发挥“公司环保信息系统”的作用，特别是在线监控设施的监管及预



警功能；做好重点企业环境风险整治和防控工作。  

    4、循环经济优势  

公司的循环经济涉及生产的多个环节中实现了循环产业链，实现

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持续开展节能降耗工作，降低产品生产

成本。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工作，进一步降低煅烧天然气消耗及产品水、

电、汽能源消耗；连续多年年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联合会颁发的

“石油和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称号；强化现场

操作管理，加强废酸、水洗水中偏钛酸的回收，提高了全线TiO2收率。 

5、产品结构优势 

公司是国内较大的硫酸法钛白粉生产企业之一，主营产品包括金

红石型钛白粉和锐钛型钛白粉，其中南京钛白主要生产金红石型钛白

粉，徐州钛白兼顾金红石型钛白粉和锐钛型钛白粉生产。在行业内企

业逐渐转向生产金红石型钛白粉的情况下，公司采用差异化定位，兼

顾金红石型和锐钛型产品生产，其锐钛型钛白粉在白度、纯度等关键

指标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与同行比存在一定溢价。公司产品质量

较好，连续多年荣获“江苏省品牌产品”称号，其“南南”牌钛白粉产品

被授予“南京市知名商标”称号，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三、未来发展展望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公司主要从事钛白粉的生产与销售，所属行业为化工行业精细化

工领域中的钛白粉行业。 

钛白粉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其发展与上下游行业运行周



期和国民经济景气度紧密相关。钛白粉生产的上游为钛矿开采企业和

硫酸生产企业，下游主要为涂料、塑料、造纸、油墨、化纤等企业，

其中涂料、塑料和造纸三大下游行业分别约占60%、20%和10%，其

市场需求变动与房地产市场景气度高度相关。据统计，2017年全国钛

白粉总产量约290万吨，同比增加10.5%。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钛白

粉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 

国内钛白粉企业主要集中在四川、山东、安徽、河南和湖北等金

红石矿资源产地或者靠近销售终端的省份。市场集中度方面，钛白粉

行业产品同质性较强，竞争较为激烈。 

在国家严厉的环保政策下，未来落后小产能将加速出清，行业集

中度也将逐步提升。国家发改委下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中明确将“新建硫酸法钛白粉生产装置”列为产业结构调整限

制类，不允许新建普通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线项目；2014年环保部出台

的《钛白粉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明确鼓励氯化法、联产硫酸法清

洁钛白粉生产工艺、淘汰传统硫酸法重污染生产工艺。该政策实施后，

一方面会显著提升钛白粉生产企业的环保成本，另一方面将推动中国

钛白粉工艺的发展。2016年10月实施的《钛白粉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新标准，进一步加速了落后产能淘汰进度，并且提高了钛白粉准入门

槛。 

（二）公司发展战略 

未来几年，公司钛白粉产业将坚持“做大做强、横向并购，扩大

产能，沿产业链延伸发展”这一战略方向，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南京



钛白、徐州钛白装置实际情况调优产品品种结构，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同时，公司将充分发挥供应链公司、保理公司的业务优势，借助于上

市公司平台，实现业务进一步拓展，与金浦集团上下游企业进行深度

合作，为其上下游数百个优质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融资需求，为公司的

产业整合奠定基础。此外，公司将进一步发挥金浦（美国）发展有限

公司的优势，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从而形成钛白粉生产和销售、供应

链管理服务、金融服务业务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新局面，倾力打造

国际一流的环保型钛白粉化工企业、卓越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企业

和具有鲜明行业特色及竞争优势的产业金融服务企业。 

（三）经营计划 

钛白粉业务： 

2018年，钛白粉业务将以吨产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从安全环保

管控、产品结构优化、节能减排降费、市场布局调整、内控管理建设

等方面，紧紧围绕全年预算经营目标，从以下六个方面扎扎实实开展

工作：  

1、推进管理创新，深化标定争先，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全力

打造钛白粉产业生产及研发基地。 

2、加强HSE管控, 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实行一岗双责，实

现安全环保管理目标。  

3、夯实生产管理基础，逐日分解落实产量计划，优化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质量。  

4、强化设备管理，推进技术改造项目，落实节能减排措施，降



低生产成本。  

5、持续调整客户结构，国内紧贴市场把控价格，国际加大市场

开拓力度，实现效益最大化。  

6、推行金钛信息化管理，加强内控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管

理工作，推进人才梯队建设。 

其他业务： 

1、充分发挥供应链公司、保理公司的业务优势，借助于上市公

司平台，实现业务进一步拓展，为公司的产业整合奠定基础。 

2、进一步发挥美国公司的优势，为公司产品拓展海外市场提供

有力保障。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 

1、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钛白粉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其发展与上下游行业运行周期和

国民经济景气度紧密相关。 

2、产业政策调整风险 

新的环保法规对环境污染行为设置了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化工

行业的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

断升级，不排除国家与政府对钛白粉行业提出更严格的限制，对钛白

粉企业单线产能、物料消耗、环保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等提出更严格

的限制，导致公司运营成本的增加。 

3、钛白粉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钛白粉行业逐渐走出低谷的同时，行业环保政策不断收紧，技术



落后的中小产能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现有钛白粉企业对市场份额的

争夺愈加激烈。同时，环保门槛的提高也加速了钛白粉行业的整合步

伐。 

4、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钛矿和硫酸，公司近两年主要

原材料占钛白粉生产成本比重较大。国内日趋严格的安全环保措施势

必会影响上游钛矿的开工率，或将进一步加剧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增加了公司成本控制难度，进而加剧了盈利波动风险。 

5、业务内部控制的风险 

供应链公司、商业保理业务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存在客

户面临着诸多运营风险转移的风险，包括客户违约风险、应收账款回

收风险等，如不能有效识别及管控，将会给公司带来较大损失。 

6、核心人才梯队的培育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要求公司配备法律、财务、经济复合背景的

风险管理人才，同时要求公司配置较多对产业具有一定理解，精通金

融、法律和财务知识的业务人员。 

第二部分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

并完成股东大会各项决议。 

  



第三部分 2017年度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序号 召开日期 会议届次 主要议题 
未出席

董事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1 2017.1.24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1、审议“关于《董事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2、审议“关于《2016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3、审议“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4、审议“关于《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5、审议“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7、审议“关于《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8、审议“关于《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11、审议“关于《关于续聘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12、审议“关于《关于提请召开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2 2017.4.19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1、审议“关于《2017年一季度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2、审议“关于《增资南京金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3、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3 2017.5.8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1、审议“关于《终止增资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的议案”；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2、审议“关于《参与设立金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联董事

郭金东回

避表决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3、审议“关于《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4 2017.8.11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 

  

1、审议“关于《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2、审议“关于《同意控股股东为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联董事

郭金东回

避表决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5 2017.8.24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6 2017.9.27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关于明确 2017年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7 2017.10.30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1、审议“关于 2017年三季度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无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2、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无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一、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