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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8-58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恢复上市提示 

（一）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

《关于同意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深

证上〔2018〕353 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及深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深交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8 月 24 日起恢复上市。 

（二）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由“*ST 钒钛”变

更为“攀钢钒钛”，证券代码仍为“000629”。 

（三）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公司股

票停牌前一日的收盘价，即 3.07 元/股。 

（四）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即 2018 年 8 月 24 日)，股票交易不

设涨跌幅限制，自恢复上市次一交易日起(即 2018 年 8 月 27 日)，股票

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10%。 

     

二、公司最新股本结构 

（一）公司股本结构表（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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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非流通股 3,822,607,177 44.50 

高管锁定股 203,64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1,125,000,000 13.10 

首发前限售股 2,697,403,537 31.4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767,139,025 55.50 

三、总股本 8,589,746,202 100.00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3,048,453,113 35.49 
限售条件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2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928,946,141 10.8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

有限责任公司 
561,494,871 6.54 

限售条件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4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 
502,013,022 5.84 

限售条件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30,963,000 1.5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26,807,638 1.4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 黄红梅 28,721,300 0.3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26,492,000 0.3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0.3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0.3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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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资产重组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经营规模下降的风

险 

公司通过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剥离了亏损的铁矿石采选、钛精

矿提纯业务及海绵钛项目，有效提升了公司 2017 年度的盈利能力，但

重大资产重组也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经营规模有所下降，从而

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公司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提醒投资者关注该

风险。 

（二）业务结构变化的风险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之前主要从事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

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等业务。2016 年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剥离了铁矿石、钛精矿及海绵钛项目，成为专

注于钒钛业务的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公司主要收入与利润集中于钒

钛业务，其业务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公司业务相对集中，风险分散效应

也相应减弱，使得其经营状况更易受到行业景气度以及钒钛产品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影响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提醒投资者注意重

大资产重组导致的业务结构变化风险。 

（三）钒钛产品及其延伸业务的经营风险 

1．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1）宏观经济变化风险 

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国内经济结构已逐步开始转型发展。从近期宏观数据来看，

我国经济在从“重速度”向“重质量”转变，经济环境进一步企稳，

但其企稳基础尚不稳固。公司产品的周期性特征较为明显，受经济周

期性波动影响较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将影响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若

未来宏观经济发生不利变化，则公司可能存在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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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已于 2016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集中发展钒钛业务。从钒

钛行业情况来看，我国着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战略新兴产业、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产业的迅速发展，将使得市场

对钒功能材料、高档钛白粉、高端钛材的需求量大幅增长。钒钛行业

面临着严苛的行业政策风险，国家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两只手”

进行施策，进一步加快淘汰过剩产能，积极推进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建设，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对企业研发能力和产品品种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硫酸法钛白已被划分为限制发展类产业，环

保检查的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开工率。公司如果不能适应

行业政策的变化并及时调整相关经营发展战略，则其未来经营管理及

发展趋势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2．市场竞争风险 

中国钒钛资源主要分布在攀西地区与河北承德，攀西地区钒钛磁

铁矿资源储量 6.18 亿吨，约占全国的 95%，占全球的 35%，因此公司

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钒钛系列产品。公司

系国内唯一一家同时经营钒钛业务的上市公司，其钒产业技术和品种

多样性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钛产品质量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公司地处西南山区，离主要消费市场较远，存在区位劣势，同时

国内钛白粉市场存在较多具备一定业务规模且产品质优的竞争对手；

另外，攀枝花本地其他钒钛企业同样享有资源优势，且其在生产经营

成本、灵活性以及市场反应能力等方面很可能优于公司。因此尽管公

司拥有诸多优势，但如果不能合理利用优势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

仍不能避免面临被同行业企业挤占市场份额的风险。 

注：以上资源储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2017 年版中国钒钛市场调研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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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报告》。 

3．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2017 年至今，国内大多数钒钛产品价格处于上升趋势，价格波动

明显，但钒钛产品价格在 2005-2006 年遭遇断崖式下滑后，至今尚未

回到历史高位。公司主营业务之一的钛白粉受下游行业需求、行业产

能等因素影响，价格存在较大波动，如 2015 年至今钛白粉价格约在

7,500 元至 19,500 元之间波动。同时，钒产品价格在过去三年也经历

了剧烈波动，钒氮合金价格约在 60,000 元到 320,000 元之间波动，价

差较大。钒钛业务目前已成为公司最核心的业务，虽然公司通过优化

生产经营管理、持续创新等方式，将产品价格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内，但是若未来钒钛产品的市场需求及价格产生巨大波动，将会对公

司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4．汇率风险 

近年来，公司国际业务稳步推进，境外钒钛业务规模稳步发展，

汇率波动对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逐年增加。公司未来拟进一步拓展海

外业务，而近年来人民币呈现双向波动的趋势。此外，由于外汇市场

受国际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准确判断其走势的难度

较大。国家外汇政策的变化、汇率的波动，会对公司境外业务的经营

水平和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5．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面临的安全生产风险，主要系其处于危险性较大的行业所致。

公司生产过程中，其主要生产设备包括焙烧炉、回转窑等，导致焙烧、

煅烧过程中存在高热能、高势能的风险，同时化工生产存在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和高温高压的危险。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制定了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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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相关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但仍不可能完全杜绝安全生产风险，

上述情形一旦发生，将对公司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6．环保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集中在钒钛产品，因其性质及生产工艺的特殊性，

将给公司带来环保风险。钒钛工业污染方式主要分为四类：大气环境

影响、声环境影响、水环境影响和固体废弃物影响，且其污染范围较

为广泛。公司钛白产品隶属于化工行业，主要受环保政策影响较大，

国家将硫酸法钛白划为限制发展类产业，对进入规模进行了限制，环

保督察的加强大大影响了行业开工率，未达环保标准的中小企业关停

较多。虽然公司秉承环保发展理念，严格规范污染排放，减少环境污

染，其各类项目也已取得环保局备案、批复，但如果公司未能在长期

生产过程中严控污染排放问题，将可能因面临环保问题被相关主管机

关进行处罚、停工整治等风险。 

7．技术泄露风险 

公司钒钛产品的生产工艺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公司通过与技术、生产、离职人员签订保密、竞业禁止协议等

措施，对重要的生产工艺严格进行保密，但仍然不能彻底避免技术泄

露的风险，一旦发生技术泄露，将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 

（四）部分瑕疵房屋被拆除或被实施行政处罚风险 

公司在自有土地及向控股股东租赁的土地上建设的自有房产，因

历史及客观原因，该等房产目前暂未办理相关权属证书。公司及攀钢

集团取得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具有稳定性，上述存在权属瑕疵的房产对

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且公司已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及

复函，该等房产实际用途符合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途。 

尽管公司已采取上述措施，但仍不能避免相关房屋因未取得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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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证而被拆除或被实施行政处罚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该风险。 

（五）关联交易风险 

公司 2017 年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关联采购占营业成本的比重较

大，分别为 29.80%和 59.41%。2017 年公司关联交易在发生时有其必

要性，相关审批程序合规，且作价公允；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已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分别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并声明上述承诺函一经签署即在其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

上述承诺给公司造成损失，将由其承担。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公司在《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相关规章制度中都对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和程序做出规定，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上述措施都从制度上规范了公司的运作，

减少了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的风险。但若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

运作不够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可能通过关联交易对公司及

股东造成影响。 

（六）可能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分红和通过公开发行证券的方式

进行再融资的风险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报表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

-1,126,974.16 万元。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

取公积金后有剩余税后利润的，方能向股东分配利润。因此，在公司

的亏损弥补之前，公司将面临由于存在未弥补亏损而在一定时期内无

法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和通过公开发行证券的方式进行再融资的风

险，提醒投资者注意。 

（七）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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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取决于

攀钢钒钛的经营业绩，还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宏观经济政策周期、

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

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的变化而产生波动，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

其价值，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

注意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