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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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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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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钒钛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钒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玉惠 石灏南 

办公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 21 号

攀钢文化广场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21号攀

钢文化广场 

传真 0812-3385285 0812-3385285 

电话 0812-3385366 0812-3385366 

电子信箱 psv@pzhsteel.com.cn psv@pzhstee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和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钒、钛、电三大板块，其中钒、钛板块是公司战略重点发展业务，主要是钒产品、钛渣、

钛白粉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和应用开发，主要产品包括氧化钒、钒铁、钒氮合金、钛白粉、钛渣等。公司是国内最大的

产钒企业，在国内钛领域也拥有重要地位。 

（2）产品用途 

①钒产品 

钒是一种重要的合金元素，主要用于钢铁工业。含钒钢具有强度高、韧性大、耐磨性好等优良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

机械、汽车、造船、铁路、航空、桥梁、电子技术、国防工业等行业。钒可以作为催化剂和着色剂应用于化工行业。此外，

钒还被用于生产可充电氢蓄电池或钒氧化还原蓄电池。 

②钛产品 

钛白粉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白色颜料，具有良好的遮盖力和着色力，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油墨等众多领域。

钛渣主要用于生产钛白粉和海绵钛。 

（3）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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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自身拥有的技术，采用“资源依托+工厂生产+产品直销（代理）”方式从事各类钒、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氧

化钒和钛白粉具有化工行业大规模连续性生产特点，钛渣具有有色冶炼行业间隙式大规模生产特点。公司对托管单位的钒产

品按市场化原则实行买断式销售，同时对控股股东生产的钛精矿也按市场化原则买断自用和对外销售。 

公司的业绩主要来源是通过生产产品出售来获取增值价值。业绩驱动要素是生产规模扩大、销售价格提升与生产成本

控制，同时通过整合采购、销售渠道，建立稳定的供销客户关系。公司绝大部分产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及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用于外销，并致力于与下游客户建立直销渠道。 

（4）行业现状及行业地位 

①钒产品 

中国是钒的生产和消费大国，2018年产量约9万吨，占世界的57%，消费量约占世界的45%。 

公司钒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钒制品（以V2O5计）产能2.2万吨/年的能力，拥有五氧化二钒、三氧化二钒、中钒铁、

高钒铁、钒氮合金、钒铝合金等系列钒产品，已成为中国最大和品种较全的钒制品生产企业，其中高钒铁、三氧化二钒、钒

氮合金生产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粉状五氧化二钒、钒铝合金等非钢领域应用产品已逐步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品畅销国

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国内拥有较大市场话语权和市场影响力，在国际市场也有较大影响力。 

②钛白产品 

钛白粉行业在化工行业中属于小众行业。根据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统计数据，近十年来国内需求

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8年国内钛白粉产能370万吨，产量295万吨，同比增加8万吨，增幅为2.9%，较上年有所增长。 

公司钛白粉是国内知名品牌，具备硫酸法钛白粉22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1.5万吨/年的生产能力，产量位居全国前三

位。公司是国内五家具有氯化法钛白粉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更是少数具有“硫酸法+氯化法”钛白粉产品的生产企业。 

③钛渣产品 

近年来国内钛渣行业产量基本维持稳定状态，2018年国内钛渣总产量约为47万吨。随着国家环保政策日趋严格，国内

钛白行业钛渣使用量有所上升。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酸溶钛渣生产企业，具备酸溶钛渣产能20万吨/年的能力，公司酸溶钛渣产量及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

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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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1,401,767.02 9,435,750,845.91 60.68% 10,610,005,85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0,176,703.79 863,282,017.20 257.96% -5,987,820,24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9,333,068.24 761,512,483.79 301.74% -1,542,110,26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8,814,794.79 -380,322,052.64 567.71% -336,111,149.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98 0.1005 258.01% -0.6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98 0.1005 258.01% -0.6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81% 22.34% 30.47% -1.0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1,865,559,099.47 10,473,232,962.65 13.29% 9,621,114,74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99,786,374.18 4,302,206,349.29 72.00% 3,428,407,8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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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916,335.86 3,586,074,724.64 3,894,263,401.18 4,495,147,30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733,759.75 682,686,820.86 897,198,593.71 1,042,557,52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471,999,569.87 682,133,235.04 897,304,577.30 1,007,895,6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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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776,324.83 405,712,903.36 708,201,342.77 519,124,2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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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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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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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3,048,453,113 2,758,753,579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928,946,14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4% 561,494,871 561,494,871 质押 247,732,284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502,013,022 502,013,0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130,963,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48% 127,332,938    

彭世勇 境内自然人 0.39% 33,565,05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攀长钢、攀成钢铁、鞍山钢铁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彭世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565,058 股，其中：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14,093,658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 19,4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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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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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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运营管控能力明显提升，各生产线产能进一步释放，规模效益显现。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钒

制品（以V2O5计)2.25万吨，同比减少1.63%；钛白粉22.84万吨（其中含氯化钛白粉1.1万吨），同比增长14.24%；钛渣19.15

万吨，同比增长19.40%。 

（2）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1.6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7.26亿元，同比增长60.68%；营业成本109.90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32.28亿元，同比增长41.59%；营业毛利41.7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4.97亿元，同比增长149.1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0.90亿元，较上年增加22.27亿元,同比增长257.96%。上述指标同比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钒钛产品市

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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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钒产品 8,161,737,199.33 5,124,941,992.38 37.21% 144.54% 98.83% 14.44% 

钛白粉 2,992,655,610.13 2,235,513,928.85 25.30% 18.72% 10.71% 5.40% 

电 1,982,660,649.49 1,795,165,232.81 9.46% -0.23% 0.7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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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0亿元，较上年增加22.27亿元。上述指标同比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2018

年钒钛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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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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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

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财务报表列报格式变动不会对当期及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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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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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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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7年12月31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8户。2018年度注销1户子公司，新成立1户子公司，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共8户。 

详见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第十一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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