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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20-32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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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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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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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纳达 股票代码 00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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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龙 杨静 

办公地址 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1288 号 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1288 号 

电话 0562-3867798 0562-3862867 

电子信箱 th_wxl@sina.com 1197042673@qq.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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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3,876,298.10 508,002,669.05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937,846.86 25,617,740.10 4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602,836.34 24,679,839.14 2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65,322.47 24,758,369.60 -4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18 0.1191 44.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18 0.1191 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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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3.67% 1.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43,795,629.93 904,811,327.94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9,484,021.49 703,277,009.76 3.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6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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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0% 64,505,784    

铜陵天源股权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61% 9,916,200    

钱翠屏 境内自然人 4.20% 9,030,698    

银川经济技术

开发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 3,751,76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0% 2,798,900    

#刘恒恒 境内自然人 0.94% 2,024,700    

#黄荣 境内自然人 0.78% 1,671,400    

#夏修晗 境内自然人 0.76% 1,634,000    

#王玉年 境内自然人 0.73% 1,560,700    

陈武峰 境内自然人 0.65% 1,40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4.92%的股权，铜陵天源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7.26%的股权，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刘恒恒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24,700 股，夏修晗

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34,000 股，黄荣通过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91,200 股，王玉年通过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0,7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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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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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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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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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并蔓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市场需求萎缩，国际贸易疲软，风险因素增多。国

内经济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抗疫情，大力推进复工复产工作，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减税降费纾困政

策，疫情快速得到有效控制，经济运行先降后升、稳步复苏。报告期，钛白粉市场需求“先扬后抑”，一季度，受春节前后厂

商备货、补货带动，钛白粉市场需求增加；二季度，受国外疫情爆发的影响，出口受阻，需求下降，价格下行，国内市场竞

争激烈。面对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积极做好疫情防控，保障生产装置稳定

运行；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拓宽营销渠道，切实防范资金风险；对标环保新标准，提升公司绿色发展水平；积极推进机制改

革，增强公司发展活力；持续开展“对标”管理，推进管理精细化；强化技术创新，推动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提升公司发展支

撑力，生产经营保持平稳发展。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387.63万元，同比下降4.75%，利润总额4,369.85万元，同比

增长53.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93.78万元，同比增长44.19%。 

报告期，受政策影响、市场、技术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磷酸铁锂市场需求向好，公司控股子公司铜陵纳源抓住有利时机，

积极开拓市场，提升装置负荷，加大产品发货流向监管，加强资金风险管控，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努力降低生产

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6,099.32万元，同比增长51.94%，净利润796.43万元，同比增长91.9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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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本准则，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1月1日将原计入“预收款项”的预收商品销售款重分类调增至“合同负债”列报。 

上述会计政策的影响数如下： 

合并报表：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11,796,673.57 -11,796,673.57 - - 

合同负债   11,796,673.57 - 11,796,673.57 

母公司报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11,796,673.57 -11,796,673.57 - - 

合同负债   11,796,673.57 - 11,796,6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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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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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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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军 

                                                                                 二0二0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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