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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2017-047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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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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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164,73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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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 股票代码 0026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佰利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庆飞 郝军杰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0391-3126666 0391-3126666 

电子信箱 sqf@lomonbillions.com  haojunjie@lomonbillion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钛白粉、锆制品和硫酸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钛白粉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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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白粉具有高折射率，理想

的粒度分布，良好的遮盖力和着色力，是一种性能优异 的白色颜料，广泛应用于涂料、橡胶、塑料、造

纸、印刷油墨、日用化工、电子工业、微机电和环保工业。 

    钛白粉主要分为颜料级和非颜料级钛白粉。通常人们把在涂料、油墨、塑料、橡胶、造纸、化纤、美

术颜料和日用化妆品等行业中以白色颜料为主要使用目的的钛白粉称为颜料级钛白粉、二氧化钛颜料或钛

白粉；而把在搪瓷、电焊条、陶 瓷、电子、冶金等工业部门以纯度为主要使用目的的钛白粉称为非颜料

级钛白粉或非涂料用钛白粉。 

    颜料级钛白粉按结晶形态分为锐钛型钛白粉（简称A型）和金红石型钛白粉（简称R型）两类。锐钛型

钛白粉主要用于室内涂料、油墨、橡胶、玻璃、化妆品、肥皂、塑料和造纸等工业。金红石型钛白粉比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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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型钛白粉具有更好的耐候性和遮盖力，主要用于高级室外涂料、有光乳胶涂料、塑料、有较高消色力和

耐候要求的橡胶材料、高级纸张涂层等。 

非颜料级钛白粉按主要使用用途分为搪瓷级钛白粉、电焊条级钛白粉、陶瓷级钛白粉、电子级钛白粉

等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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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135,559,614.

70 

2,634,532,199.7

3 

2,634,532,199.7

3 
56.98% 

2,051,295,882.

11 

2,051,295,882.

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2,105,136.22 111,435,586.31 111,435,586.31 296.74% 63,140,783.54 63,140,78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9,914,781.86 102,268,700.99 102,268,700.99 339.93% 53,729,110.60 53,729,11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2,222,148.37 -561,933,424.30 -561,933,424.30 -201.23% 21,072,155.08 21,072,15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16 0.16 168.75% 0.33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16 0.16 168.75% 0.33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1% 4.85% 4.85% 4.06% 2.89% 2.8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8,048,563,627

.76 

5,761,043,537.

93 
5,761,043,537.93 213.29% 

4,642,361,530.

30 

4,642,361,530.

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339,880,136

.00 

2,298,228,109.

75 
2,298,228,109.75 436.93% 

2,212,677,414.

88 

2,182,148,602.

0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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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599,883.70 670,075,202.89 733,392,983.76 2,103,491,54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27,094.28 54,582,650.63 48,373,464.06 322,621,92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40,187.48 53,660,109.79 45,343,823.31 334,470,66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380,042.44 -147,261,758.82 -180,620,278.32 849,484,2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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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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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92,206,211 质押 334,849,8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3.95% 283,464,566 283,464,566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2.22% 248,265,996 248,207,371 质押 248,265,900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9.24% 187,795,275 187,795,275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4.36% 88,582,677 88,582,677 质押 70,860,000 

王涛 境内自然人 3.49% 70,866,141 70,866,141   

河南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7% 70,553,952 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2.62% 53,149,606 53,149,606   

汤阴县豫鑫木

糖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2% 45,168,613 0 质押 14,000,000 

魏兆琪 境内自然人 2.10% 42,712,185 42,519,6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谭

瑞清、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新长和许刚于 2010 年 3 月 3 日签订的《一

致行动协议》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到期终止，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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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简介 

2016年，宏观经济温和复苏，全年GDP同比增长6.7%，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复苏势头明显。在目前供给侧改革而导致的产能缩减、原材料钛矿大幅涨价及下游房地产、汽车行业的需

求拉动、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的大环境下，钛白粉全年价格呈现连续上涨的态势。本年度，国内钛白粉经

历了十几轮提价后，累计价格涨幅达50%，与此同时，钛白粉出口增速保持高增长。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2016年全年，钛白粉全年出口量为72.05万吨，同比增长33.82%。 
 

在钛白粉行业出现拐点之际，公司作为本行业领军企业，公司管理层紧抓行业机遇，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强化经营管理，经营业绩持续向好，氯化法钛白粉项目产量逐步提升。同时，公司完成了与龙蟒钛业

的战略合并，加快产业整合的步伐，提升协同效应，较为出色的完成了本年度的经营目标。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36亿元，较上年上升56.98%；实现利润总额5.4亿元，较上年上升

298.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亿元，较上年上升2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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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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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375,601.65 1,057,795,852.81 30.19% 53.61% 142.89%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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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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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16年年报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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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2016年年报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2,622.80% 至 2,9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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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45,000 至 50,00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652.7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导产品钛白粉价格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公司加强经营管理，

提高了公司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子公司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报表合

并。 

注：鉴于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将合并控股子公司龙蟒钛业报表，且公司去年同期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652.71 万元，同期可比数绝对值较小，因此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业绩变动的幅度超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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