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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20-017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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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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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8330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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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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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相关。 

    2、行业发展现状与周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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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钛白粉总产量318万吨，同比增长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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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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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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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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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884,877,536.19 1,854,621,522.49 1.63% 1,741,006,33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10,953.37 102,044,942.78 -75.49% 165,827,78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76,669.08 89,533,076.00 -121.42% 134,832,18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663.46 -350,960,514.43 99.40% 256,582,72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3 0.1030 -75.44% 0.16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3 0.1030 -75.44% 0.16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5.03% -3.82% 8.4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3,091,203,866.29 3,126,616,937.97 -1.13% 2,752,234,94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76,516,781.61 2,053,156,007.30 1.14% 2,003,877,421.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11,493,539.00 387,458,275.37 555,245,588.80 430,680,13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57,571.08 13,907,989.62 13,607,978.07 -27,462,58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03,660.80 10,364,494.81 8,310,640.56 -59,455,46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98,027.40 -15,489,540.06 -29,128,599.86 11,716,4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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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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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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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0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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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60,147 

广州无线电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9% 13,736,930 0   

吉林恒金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 13,000,000 0 冻结 13,000,000 

肖国文 
境内自然

人 
0.95% 9,362,237 0   

李斌 
境内自然

人 
0.39% 3,803,530 0   

王小江 
境内自然

人 
0.38% 3,708,845 0   

柳冰 
境内自然

人 
0.35% 3,425,800 0   

王冠超 
境内自然

人 
0.27% 2,681,014 0   

孙向昕 
境内自然

人 
0.25% 2,473,402 0   

陈红妹 
境内自然

人 
0.24% 2,4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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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向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73,402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216,700 股，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2,25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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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金浦钛业安全环保、生产经营双重压力持续高负荷作用的一年，公司面对考验，克服短板、

发挥优势，化解了多重风险，积极应对压力与挑战，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营。2019年，受响水“3.21”事

故影响，国家及省市各级政府对化工行业的安全环保管控更趋严格，金浦钛业一方面受安全环保压力持续

增强、原材料价格高企影响，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低迷及下游行业需求乏力等影响，产品

销售价格下滑，给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在董事会的关心与支持下，公司领导班子紧紧围绕年度预算目

标，团结和带领全体员工戮力同心，奋勇拼搏，尽最大努力实现2019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2019年公司共完成钛白粉自产总量14.52万吨，完成钛白粉销售14.6万吨，共实现营业收入18.85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63%；实现利润总额0.4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1.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0.2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5.49%。 

主要经营策略如下： 

㈠各单位围绕年度HSE管理目标，分解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实现HSE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

化过程管控；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发现问题积极整改，适应HSE管理管控“新常态”。推进钛石膏合法合规

处置工作，组织开展钛石膏类别鉴定，取得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钛石膏I类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类别鉴别报告。 

㈡强化生产组织管理，克服困难实现产量计划；加强工艺质量管理，抓好过程管理，提升产品品质；

对标行业先进，能物耗指标控制保持领先水平；持续开展钛石膏减排工作，提高固废处置效率。 

㈢狠抓设备基础管理，提高生产装置完好率；加强设备检维修数量和质量管理，强化检维修费用控制；

严格现场管理，持续改善现场环境。 

㈣根据市场行情，控制采购节奏、把握采购节点；推进可替代物资的采购管理；加强供应商评价体系

建设，拓宽供应渠道。 

㈤2019年，销售公司紧跟市场节奏，及时调整销售策略，确保了实现年度“产销平衡”目标。持续调

优客户结构，完善销售网络，促进效益最大化；产研销联动，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占有率。 

㈥研发工作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持续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解决生产难题；开展政策扶持及相关工作，

争取优惠政策补贴。 

㈦通过多项技改项目的实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噪音污染；显著降低生产碱耗；提升金红石钛白粉

质量；进一步压降钛石膏产出比；持续改观厂区现场环境。 

㈧持续加强标定争先，开展内部对标管理；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强内控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加

强人力资源管理，稳定员工队伍，不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充分履行党委、工会工作职能，发挥引领助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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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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石型钛白粉 1,435,841,435.53 20,435,890.59 16.60% 3.04% -61.11% -1.59% 

锐钛型钛白粉 362,043,345.61 3,194,600.70 10.29% 0.98% -73.70% -6.05% 

商业保理 42,609,688.00 40,166,504.26 100.00% 16.40% 15.43% 0.00% 

其他 44,383,067.05 4,456,550.23 13.49% -32.76% -1.4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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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主营产品钛白粉毛利率下降，2018年金红石型钛白粉和锐钛型钛白粉毛利率是18.19%和

16.34%，2019年金红石型钛白粉和锐钛型钛白粉毛利率是16.60%和10.29%，分别下降1.59%和6.05%，钛白

粉毛利比2018年下降3483万元； 

（2）本报告期对外投资亏损6586万元，2018年盈利226万元，利润总额同比减少6812万元； 

（3）本报告期其他收益5602万元，2018年1667万元，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9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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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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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