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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43,406,3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核钛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邱北

办公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张泾工业园区幸福路
8号

电话

0510-83798658

电子信箱

qiubei@sinotio2.com

002145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1、钛白粉的特点及用途
钛白粉是一种成分为二氧化钛（TiO2）的白色颜料，约占全部白色颜料使用量的80%，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白色颜
料。钛白粉稳定的物化性质、优良的光学性能决定了其优越的颜料性能，包括最佳的遮盖度、白度、着色力和耐候性，广泛
应用于涂料、塑料、橡胶、油墨、化纤、造纸、化妆品等领域。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钛白粉的应用已经扩展到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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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高端装备、医用等领域，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人均钛白粉消费量也被看成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通常按用途将钛白粉分为颜料级和非颜料级，其中以颜料级的钛白粉性能最好，用途最广，非颜料级主要用于电焊条、
绝缘体、搪瓷工业、冶金工业等。在颜料级钛白粉中，又按晶体形态用分为锐钛型（A型）和金红石型（R型）两种。其中
金红石型钛白粉具有遮盖力高和抗粉化性能强等优点，其光化学稳定性和光泽均好于锐钛型钛白粉，是白色颜料中最好的品
种，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2、氧化铁颜料特点及应用
氧化铁系颜料是重要的无机合成颜料，其产量仅次于钛白粉，居世界无机合成颜料的第二位，是第一大彩色颜料。氧化
铁系颜料颜色多，色谱广，遮盖力高，着色力强，主色有红、黄、黑三种，通过调配还可以得到橙、棕、绿等系列色谱的复
合颜料。氧化铁颜料有很好的耐光、耐候、耐酸、耐碱及耐溶剂性，还具有无毒性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涂料、油
墨、塑料、陶瓷、造纸、磁性记录材料等行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铁系颜料应用领域发生巨大变化，应用领
域不断扩大，其已经不仅仅满足建材和涂料应用，而正作为新材料向催化剂、汽车业、化妆品、医药等功能性领域发展，附
加值也不断增加。
以钛白粉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硫酸亚铁为原料，可以生产很多种类的氧化铁产品，是处理硫酸亚铁的最佳途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3,088,882,586.74

3,256,404,916.64

-5.14%

2,048,165,77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043,511.64

388,549,022.05

3.73%

84,090,71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5,368,230.51

383,784,453.78

8.23%

93,685,793.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602,399.15

457,762,397.13

32.30%

368,332,00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48

0.2440

4.43%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48

0.2440

4.43%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2%

13.98%

-1.26%

3.2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470,200,830.75

5,699,088,868.70

-4.02%

5,225,945,94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2,001,356.00

2,996,828,195.10

7.18%

2,563,814,436.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69,743,226.47

794,545,556.30

769,318,851.62

755,274,95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74,752.98

136,965,392.84

101,214,557.33

89,288,80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861,521.28

139,976,231.44

108,849,555.72

92,680,92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448,131.83

102,236,421.52

78,652,751.53

247,265,094.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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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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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85,336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84,521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李建锋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589,559,784 质押

37.05%

589,559,784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华信信托·盈泰 66 号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2.54%

40,474,800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华信信托·盈泰 31 号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2.37%

37,777,690

0

光大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光证资管众享添利中核
其他
钛白成长分级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64%

26,170,618

0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乾能陆号私募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1.15%

18,294,313

0

张本

1.07%

17,054,700

0

珠海汇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橡树湾 8 号私募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0.86%

13,688,000

0

韩庆明

境内自然人

0.56%

8,900,000

0

杨成社

境内自然人

0.50%

7,997,400

0

吕文宝

境内自然人

0.45%

7,097,900

0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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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数量
589,26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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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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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生产钛白粉成品 20.97 万吨，同比下降 5.20%；钛白粉成品销售 20.81 万吨，同比下降 6.70%；生产氧化铁成
品 2 万吨，同比下降 10.76%；氧化铁成品销售 1.97 万吨，同比下降 11.99%。公司加强资产运营管理和成本费用控制，报告
期内实现营业利润 4.6 亿元，较上年上升 0.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的净利润 4.03 亿元，较上年上升 3.73%。报告期内，
公司产销量虽有所下降，但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仍取得了历年最好的成绩，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钛白粉

营业收入
2,940,803,492.14

营业利润
890,136,449.85

毛利率
30.00%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6.00%

74.00%

3.6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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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在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执行新修订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其余未变更或
者未到执行日期的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通知规定的日期开始执行。
4、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固
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3）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该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该变更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减少盐城宝聚氧化铁有限公司，新增广州广和钛白化工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约翰
201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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