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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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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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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5-83799778 025-83799778 

电子信箱 nj000545@sina.cn  nj000545@sina.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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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866,071.47 898,951,814.37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17,183.64 38,865,560.70 -12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24,115.80 31,968,155.61 -14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797,521.94 15,308,487.34 25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394 -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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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394 -12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3.08%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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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997,424.82 3,091,203,866.29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49,003,609.71 2,076,516,781.6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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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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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61% 351,370,248 26,000,000 质押 261,460,148 

镇江国有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 16,669,900    

广州无线电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9% 13,736,930    

吉林恒金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 13,000,000  质押 13,000,000 

肖国文 境内自然人 1.01% 9,978,463    

张秀 境内自然人 0.47% 4,607,70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39% 3,803,530    

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0.36% 3,539,100    

柳冰 境内自然人 0.35% 3,425,800    

孙向昕 境内自然人 0.31% 3,0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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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07,7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0 股，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数量 4,607,700 股。 

方奕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39,1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9,200 股，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499,900 股。 

孙向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29,8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9,800 股，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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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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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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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全球扩散，全球各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全球经济正

从最严峻的形势中逐渐走出，主要国家已经相继重启经济，全球经济出现企稳迹象。钛白粉市场先扬后抑。

一季度，钛白粉市场正值春节前后的备货、补货时期，市场表现强势。但行至二季度，由于国外疫情爆发，

国内外需求减少。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企稳，钛白粉需求好转。在董事会的关心支持下，金浦钛业各企业

各部门共同努力，积极协作，克服了困难，努力实现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经营目标任务。 

质量管理保持较高水准。南京钛白：2020上半年，金红石产品一等品率100%，总体质量保持较好。徐

州钛白：2020年上半年锐钛、金红石产品出厂合格品率均为100%。公司通过及时调整相关的生产参数保证

了产品质量的稳定。进一步加强工艺变更管理、工艺参数管理、现场报警管理，通过对浓钛液的总钛、水

洗铁含量、转窑转化率等关键工序指标的严格把控，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优级品率，通过956

新产品的不断改进，提供差异化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HSE管理工作稳步进行。持续深入开展“高管走进班组活动”，公司主要领导利用车间班组安全教育班

组活动的机会，与一线员工针对生产中安全环保管理工作进行交流探讨，广泛收集意见。二季度组织开展

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强日常现场HSE管理工作，做到规范合法工作。定期开展HSE综合大检查、重点

部位专项检查、设备及电气的专业检查，针对发现的HSE隐患，按照“五落实”要求落实整改，实现闭环

管理。 

继续以ERP系统为抓手，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对各业务流程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进一步

开展企业运营数据的分析工作，通过销售模块分析、车间材料领用、质量分析等报表系统的使用，逐步开

发供应系统报表，为运营决策做好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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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 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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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述通知及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使用新收入准则同时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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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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南京金马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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