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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19-010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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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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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钛业 股票代码 0005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洪刚 吴月 

办公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纬东路 229 

号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纬东路 229 

号  

传真 025-58366500  025-58366500  

电话 025-83799778  025-83799778  

电子信箱 nj000545@sina.com nj000545@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与产品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钛白粉的生产与销售。 钛白粉的化学名称为二氧化钛，商用名称为钛白粉，化学分子

式为TiO2。钛白粉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佳的白色颜料，钛白粉作为一种重要的无机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

涂料、塑料、造纸、油墨、橡胶、化纤、搪瓷、电焊条等多种领域，其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

相关。 

     2、行业发展现状与周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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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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钛白粉总产量295.38万吨，同比增长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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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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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通过整合销售、采购渠道，依托南京和徐州两大钛白粉生产基地，合理调配

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产能规模优势。2018年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积极拓展高端涂料市场，涂料领域销售占

比持续提升，优质客户销售比例同比增加；紧盯国际行情，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通过产品差异化销售逐

步提高市场份额，2018年出口同比增长82.5%。 

公司同时立足产业多元化发展，通过对内深挖企业资源、对外积极开拓市场，供应链公司、保理公司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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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854,621,522.49 1,741,006,337.66 6.53% 1,046,072,62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44,942.78 165,827,783.16 -38.46% 120,803,78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533,076.00 134,832,187.60 -33.60% 41,933,44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960,514.43 256,582,724.28 -236.78% -129,397,71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 0.168 -38.69% 0.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 0.168 -38.69% 0.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 8.49% -3.46% 6.5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126,616,937.97 2,752,234,948.98 13.60% 2,695,952,85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3,156,007.30 2,003,877,421.30 2.46% 1,903,037,894.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9,692,594.36 470,538,335.72 470,490,948.32 413,899,64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24,889.02 29,328,056.07 19,219,022.10 20,972,97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59,020.42 23,463,265.82 15,756,572.33 34,166,08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905,638.18 45,478,862.72 -323,656,355.69 108,122,6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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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5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5,17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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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30% 368,040,148 26,000,000 质押 315,460,142 

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13,736,930    

吉林恒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 13,000,000  质押 13,000,000 

黄永耀 境内自然人 0.67% 6,629,700    

肖国文 境内自然人 0.53% 5,222,237    

曹辉进 境内自然人 0.46% 4,580,000    

王小江 境内自然人 0.42% 4,158,845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39% 3,803,530    

张翼 境内自然人 0.38% 3,705,472    

柳冰 境内自然人 0.35% 3,42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曹辉进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580,0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数量 4,580,000 股;张翼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05,472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

量 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705,47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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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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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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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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白产业面临供给侧改革、去

产能调结构的多重压力。虽然环保管控日趋严格，但行业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均已建有比较完

善的环保设施，行业生产受环保影响相对较小，但由于钛白粉下游行业受环保影响较大，需求减缓，导致

行业竞争加剧。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在董事会的关心与支持下，积极调整应对，克服了诸多不利因

素。在正确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和行业变化的基础上，强化管理，严抓安全环保节能工作，确

保钛白粉生产运行正常，生产、采购、销售、设备维护、科技研发、国际贸易等业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公司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各项工作目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8年公司共完成钛白粉自产总量13.35万吨，完成钛白粉销售13.16万吨，共实现营业总收入18.55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53%；实现利润总额1.1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4.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0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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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产品钛石膏产率大幅度下降；徐州钛白通过技改消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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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强生产管控，去除生产瓶颈，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和现场环

境治理，保证装置平稳运行，努力高产稳产，产品优等品率提高。能物耗稳步下降，南钛和徐钛TiO2收率

同比均有提高，矿耗显著下降，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能耗同比也有一定程度下降。公司加强设备专业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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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生产装置长周期运行。 

2、销售公司抢抓市场机遇，紧贴市场把控价格，持续调整客户结构，实现效益最大化，优质客户销

量比例增加。同时积极配合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加大高端产品营销力度，力推产品升级，努力拓展高端涂

料市场，新产品NR960销量稳步提升。国贸公司进一步开拓韩国、印度、土耳其市场，逐步进入拉美、非

洲和中东市场，2018年出口同比增长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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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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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重点

抓五个落实 “责任制落实、机构人员落实、安全教育落实、安全生产禁令落实、隐患排查与整治落实，”

推进环境安全达标体系建设，推进污染物排放指标预警系统建设，严守达标排放底线，推进土壤环境污染

防治系统建设，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通过废酸浓缩等技术改造，提高废酸回用

率，吨产品钛石膏产出率进一步降低，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4、为适应创新发展需要，南京钛白建设功能性钛白粉研发中心，建设“南京市功能性钛白粉工程实验

室”，建立了钛白粉在色母、涂料、造纸等体系应用评价平台，为公司钛白粉提质升级提供技术支撑。针

对公司存在的工程技术问题进行研发，特别是钛石膏的综合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2018年南京钛白1

篇发明专利获得授权，新申请发明专利2篇，实用新型专利4篇。申报南京市企业研发项目计划共计15项。 

5、2018公司通过信息化建设加强内部管控，提高运营效率。以ERP和信息化建设为抓手，规范运营管

理，按照内控求优化业务流程设计，理顺各企业部门间的工作关系，规范业务审批流程及权限，实现电子

化审批，通过移动端的应用，保证信息内部的高效及时传递，内部协同及审批效率大大提高。 

6、2018年公司组织各部门的专项全面对标工作，建立了内部对标交流机制，对标行业先进水平，共

同查找存在问题，制定解决措施，促进基层部门的业务能力共同提高，运营绩效明显提升，取得了良好效

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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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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钛白粉 1,804,481,625.48 83,790,489.10 17.70% 4.61% -61.69% -6.37% 

商业保理 36,606,944.44 34,798,016.48 100.00% 887.27% 2,613.9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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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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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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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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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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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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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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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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