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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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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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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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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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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栓孝 任 鑫 

电话 0917—3382333  3382666 0917—3382116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

大道88号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

大道88号 

电子信箱 dsb@baoti.com renxing@baot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899,897,685.55 7,275,552,583.21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12,590,964.52 3,544,527,717.26 1.9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5,939,293.03 129,615,722.42 -235.74 

营业收入 1,965,365,917.43 1,579,610,233.62 2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0,504,337.75 34,001,694.92 2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1,392,118.86 25,365,826.15 299.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815 0.9889 增加2.09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68 0.0790 22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68 0.0790 225.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03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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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3.04 228,227,29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2.80 12,041,200 0 未知   

UBS   AG 其他 2.03 8,719,779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 沪 

其他 1.15 4,969,141 0 未知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其他 1.11 4,773,045 0 未知   

国家第一养老金信托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1.10 4,720,004 0 未知   

郑文宝 其他 0.74 3,162,526 0 未知   

杨一斌 其他 0.61 2,620,692 0 未知   

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

员会－自有资金 

其他 0.39 1,668,384 0 未知   

王义鹏 其他 0.38 1,616,1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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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面对钛行业市场持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公司牢牢把握需求增长和行业复

苏的重要机遇，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继续实施深化改革,发扬担当和实干精神，持续优化体制机

制改革，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率；依托品牌优势与资源优势，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拼抢高

端产品市场；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推进新品研发及产业化，不断增强科研竞争实力；牢固树立全

员质量观，严格工艺纪律执行，大力开展质量技术攻关；以产品交期和质量为保障，科学统筹组

织管理，加快技改技措步伐，促进生产高效运转；深入开展节支降耗, 加大库存清理力度,扎实做

好安全环保，全面推动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上半年公司围绕改革重点工作和全年经营目标，做

好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持续推进深化改革，整体提升改革效能。公司以重点改革工作为抓手，持续推进深化改革，

着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继续扩大经营承包范围，建立薪酬与经营目标联动机制，有效激发经营

主体积极性；优化和整合部门设置，改善机构横向协调性，努力提高行政资源价值；持续推进机

关薪酬改革，实行全员绩效考核，充分发挥分配机制的激励作用；积极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大

力开展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表彰奖励，建立人才管理的长效机制，为公司改革发展积蓄

优秀人力资本。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11,050.43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5%。 

2、创新战略营销理念,积极拼抢市场空间。面对钛行业供需良好的总体态势，公司密切关注

国内外需求变化，畅通内外部营销渠道，全力拼抢高端产品空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牢固树立

改革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产供销一体、扁平化管理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不断拓展高端领域的深度

和广度，挖掘更多的利润增长点；适时调整营销战略，加大产业布局调整，将产能向高科技、高

附加值产品倾斜；优化用户管理和合同评审，强化交期保障和质量提升，全方位提高营销服务能

力；开展重点客户的调研走访，深化与客户的沟通交流，搭建长期稳定、合作共赢的战略平台，

主动掌握产品市场的话语权。2019年上半年，产品订货和销售额同比显著提升，钛材销售量实现

6627.06 吨，同比增长 14.32%。 

3、增强科研创新实力，着力打造品牌优势。公司全面实施科技强企战略，始终坚持科研创新

引领发展，强化科研创新体系建设，以科研立项、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建设为重点，有力整合科

技资源,全面聚集创新要素,加快推进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实现科技与经济的

深度融合；密切关注行业动态和市场需求，积极争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发挥政策驱动效应,全方

位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的预研与应用；完善科研成果激励政策，优化人才梯队建设，形

成人才激励长效机制，不断激发科研创新活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获得各级科技成果奖 13项，



获得 1 项发明专利和 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4、狠抓产品过程管控，不断提升产品质量。质量是产品的生命,也是企业发展立足的根基。

公司持续以优化工艺、提高质量、提升效益为目标，主动适应高端产品检验需求，实施产品检验

精细化管理，推进质量检验标准化自动化，有效增强质量保障能力；以“提升宝钛品牌，提升产

品质量”为抓手, 严格质量管理考核问责，强化各环节质量控制，以问题为导向倒逼质量提升；

扎实有序推进体系管理和认证工作，逐步落实产品质量体系要求，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实力。2019

年上半年, 公司按照年度体系认证与审核计划总体部署，先后完成了 NADCAP 热处理特种工艺内

审、无损检测内审、GE 社会责任审核等国外重要审核认证 17 项,以及其他国内审核认证 11 项，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高端制造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夯实内部管理基础，保障生产高效运转。公司致力于打造精准生产、精益生产新格局，积

极探索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优化要素配比和流转机制，不断改进生产组织模式，全面夯实内部

管理基础；持续改善生产制造标准，最大化整体工序产能，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合同准时

交付为核心，遵循计划和生产相平衡原则，充分发挥生产调度职能，提高生产计划的灵活性；实

施全流程生产节点管控，精准投料、均衡生产、补充外协，着力解决生产瓶颈和产能制约，有效

促进生产衔接和效率提升。2019 年上半年，公司扎实推进各项生产计划，持续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保障了生产经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6、扎实做好安全环保，促进绿色稳定发展。公司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扎实做好安全环保工作，健全和完善安全环保制度,继续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 ,形成有力的制度保

障体系和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监督管理和日常考核，及时

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加强应急演练与事故管理，切实提高应急保障能力；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力

度，推进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规范设备操作及维护保养，确保环保设施有效运行。2019年上半年，

公司无重大环保影响事件发生。  

7、全面开展节支降耗，有效增强成本管控。公司坚持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为

核心，以 MES 系统物料管理为抓手，推进物料信息化规范化管理，提高数据的处理汇总分析，实

时掌握库存供需要求，加快资源循环利用效率，实现整体物料精细化动态管理；围绕精准库存清

理工作，实施改制改交、残料回收，积极拓展研发、销售、现货、废料招标渠道等关键环节，不

断加快库存流转速度，减少长期资金占用，切实提高成本管控能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

畅通物料流转渠道，全力开展专项库存清理，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8、加快推动信息化升级，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公司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

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集信息自动化优势于产业优势，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层次。

持续完善宝钛智能制造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工艺系统和管控模式，将产品制造、生产控制和经营

管理高度集成，实现产供销与服务一体化无缝衔接；积极推进协同办公系统升级改造，优化数据

文件处理流程，同时推行无纸化办公，极大节约人力物力资源，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企业

办公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2019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完善各项智能信息化项目建设，推动企业

向数字化、网络化、高端智能化不断迈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之“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前期

差错更正的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