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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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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雷让岐 有事 王文生 

     

 

 

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拟以公司总股本 430,265,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3,026,570.00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钛股份 60045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韦化鹏 任 鑫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88号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88

号 

电话 0917—3382333  3382666 0917—3382116 

电子信箱 WHP8066@126.com renxing@baot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钛及钛合金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是中国最大的钛及钛合金生产、科研基地。公



司拥有国际先进、完善的钛材生产体系，主要产品为各种规格的钛及钛合金板、带、箔、管、棒、

线、锻件、铸件等加工材和各种金属复合材产品。 

本公司的产品中钛材主要应用于以下领域： 

1、航空、航天、船舶方面：主要用作宇宙飞船的船舱骨架，火箭发动机壳件，航天方面的液体燃

料发动机燃烧舱、对接件、发动机吊臂，飞机上的发动机叶片、防护板、肋、翼、起落架等，舰

船上的水翼、行进器等； 

2、石油、化工方面：主要用作炼油生产中的冷凝器、空气冷却换热器，氯碱行业中的冷却管、钛

阳极等，电解槽工业和电镀行业，是电解槽设备的主要结构件； 

3、冶金工业方面：主要用于湿法冶金制取贵金属的管道、泵、阀和加热盘等； 

4、其他方面：如海水淡化工业中的管道、蒸发器，医疗领域中的医疗器械、外科矫形材料（如心

脏内瓣、心脏内瓣隔膜、骨关节等），高尔夫球头、球杆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加工和销售适合客户要求的钛及钛合金等产品，主要经营模式为： 

1、材料采购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通过内部生产（公司控股子公司宝钛华神可以满足公司主

要材料海绵钛的部分需求）和外部采购取得。公司原辅材料的采购由物资采购和供应部门根据生

产计划，按照比质比价、统一对外的原则择优采购，采购方式有招投标、询价比价、定点采购和

零星采购等形式；公司重视供应商的评估和管理，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选择标准及合格供方评审

办法，致力于合格供方的培养和长期共同发展，与一些规模较大的供应商建立了长期良好的战略

合作关系，拥有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2、产品生产 

公司主要的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公司生产、技术、质量等管理部门根据销售合同的具体要求，

制定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和产品工艺标准，并通过完备的质量管控体系组织生产，满足客户产品

要求；同时，根据市场营销变化保持合理数量的现货库存，以备市场需要。 

3、产品销售 

公司产品主要采用直接销售的方式。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多渠道、市场化的营销网络体系，在

产品营销过程中，着重做好分析研究，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调整和变化销售策略，满足不同结构

层次的客户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差异化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强强联合，积极与

战略重点客户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签订长期框架协议（合同），巩固和提升市场占有率。 



（三）报告期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分析 

2018 年，公司加快推动改革进程，稳步推进“1+N”改革、薪酬体系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各项

举措落地见效，改革成效显现，生产组织能力、市场反应速度、准时交货率和产品质量都得到优

化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同时，按照“做精军品、做活民品”、“产供销一体、扁平化管

理”的指导思想，积极拼抢市场，紧紧抓住航空市场需求增长和民用领域复苏机遇，全力以赴争

取大客户、大项目、大订单，产品订货额和销售量均同比大幅增长，中高端产品比例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得到优化。2018 年公司实现钛材销售量 10000.07 吨，营业收入 34.10 亿元。 

（四）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为钛行业，钛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国防、经济及科技的

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是支撑尖端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原材料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换代的基础产业。我国极为重视钛行业的发展，钛行业受到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陕西省

将其列为经济支柱产业，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钛行业及公司长远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2、2018 年，全球钛行业市场逐渐复苏，国际、国内航空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同时，在

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环保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部分落后产能、排放不达标钛

加工企业相继退出市场，行业供给格局优化，钛行业运行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钛行业

结构性产能过剩、中低端产品竞争激烈、供大于求、同质化的矛盾依然突出，钛行业企业面临的

生产经营压力仍然较大。随着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未来钛行业在航空、

航天、船舶、核电、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体育休闲、海水淡化、海洋工

程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上仍有较大的市场发展机遇。根据公司产品转型升级

的部署和安排，公司将着力提升公司钛材在航空、航天、舰船、兵器、信息技术、海洋、生物医

药等领域的应用比例，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建立项目专人跟踪、专人负责的机制，开展多项重

点预研项目研究，为公司抢占高端市场、迅速占领行业制高点奠定基础。 

3、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以钛及钛合金为主的专业化稀有金属生产科研基地，主导产品钛材年产量位

居世界同类企业前列，2018 年公司实现钛材销售量 10000.07 吨，营业收入 34.10 亿元。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7,275,552,583.21 6,899,637,843.92 5.45 6,936,034,038.25 

营业收入 3,410,193,856.18 2,876,391,604.79 18.56 2,510,478,103.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1,092,221.71 21,483,626.55 556.74 36,862,129.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1,384,006.17 -9,590,434.74 1,261.41 -33,166,949.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44,527,717.26 3,424,921,018.24 3.49 3,425,559,223.9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5,831,417.95 224,810,895.96 67.18 -127,334,215.4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279 0.0499 557.11 0.08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279 0.0499 557.11 0.08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0509 0.6279 增加3.4230个百

分点 

1.079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94,781,903.92 884,828,329.70 997,727,622.99 832,855,99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286,520.36 42,288,215.28 62,813,994.00 44,276,53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9,536,395.39 34,902,221.54 61,884,191.56 24,133,98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228,822.64 152,744,545.06 -47,092,926.42 294,408,621.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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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8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13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0 228,227,298 53.04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2,041,200 2.80 0 未知   其他 

UBS   AG   8,086,561 1.88 0 未知   其他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1,527,002 4,773,045 1.11 0 未知   其他 

国家第一养老金信托

公司－自有资金 

415,600 4,720,004 1.10 0 未知   其他 

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

计划委员会－自有资

金 

  2,978,379 0.69 0 未知   其他 

郑文宝   2,518,326 0.59 0 未知   其他 

杨一斌   2,500,000 0.58 0 未知   其他 

姚永海   2,143,816 0.50 0 未知   其他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交易

所） 

  1,719,399 0.40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10 亿元，营业利润 20,046.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109.22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影响项目和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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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本公司按要求对

《资产负债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1）期末应收票据金额 609,281,259.14元及应收账款金

额 1,009,307,731.16元,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金额 1,618,588,990.30 元； 

（2）期初应收票据金额 853,086,782.39元及应收账款金

额 752,500,070.39元,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金额 1,605,586,852.78元； 

（3）期末应收利息金额 0.00 元及应收股利金额 0.00元，

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金额 4,006,476.13元； 

（4）期初应收利息金额 0.00 元及应收股利金额 0.00元，

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金额 3,644,426.56元； 

（ 5）期末应付票据金额 0.00 元及应付账款金额

363,782,566.34 元,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

目，金额 363,782,566.34元； 

（6）期初应付票据金额 119,015,667.05元及应付账款金

额 240,627,335.53元,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金额 359,643,002.58 元； 

（7）期末应付利息金额 12,472,328.77 元及应付股利金

额 0.00元，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金额 26,408,850.77

元； 

（8）期初应付利息金额 12,472,328.77 元及应付股利金

额 8,332,500.00 元，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金额

29,692,844.99元； 

（9）期末专项应付款金额 16,077,100.00元,归并至长期

应付款项目，金额 17,548,033.63 元； 

（10）期初专项应付款金额 0.00元,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

目，金额 1,967,358.66元； 

该政策变动对

公司资产、负

债没有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 （1）本期管理费用减少 100,689,718.60元 该政策变动对



订印发 2018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的规

定，本公司按要求对

《利润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 

（2）上期管理费用减少 91,956,765.85元 

（3）本期研发费用增加 100,689,718.60元 

（4）上期研发费用增加 91956765.85 元 

公司净损益没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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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本公司按要求对

《现金流量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上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000,000.00 元，

重分类至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该政策变动对

公司期初、期

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没

有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