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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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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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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明晴 董事 因事请假 吴亚梅 

公司负责人罗阳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明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学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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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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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45,421,769.81 3,045,900,836.03 4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851,878,532.96 2,347,530,927.05 64.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2,093,203.31 17.04% 1,241,781,668.02 2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8,118,915.30 38.54% 521,722,890.56 3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6,811,873.20 38.09% 515,905,696.94 3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25,486,234.13 63.56% 738,051,772.75 23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92 24.50% 1.3624 2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92 24.50% 1.3624 23.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1.28% 19.72% 0.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72,667.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454,382.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85,786.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78,735.40  

合计 5,817,193.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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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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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紫东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9% 170,000,000 170,000,000   

罗阳勇 境内自然人 33.92% 136,000,000 136,000,000   

罗洪友 境内自然人 8.48% 34,000,000 34,000,000 
质押 34,000,000 

冻结 34,000,000 

陈元鹏 境内自然人 4.24% 17,000,000 17,000,000   

荣继华 境内自然人 0.85% 3,400,000 3,400,000   

廖小平 境内自然人 0.14% 571,700 0   

肖棉洪 境内自然人 0.06% 235,700 0   

吕东平 境内自然人 0.05% 204,300 0   

房胜云 境内自然人 0.05% 181,500 0   

王立民 境内自然人 0.04% 178,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廖小平 5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700 

肖棉洪 23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700 

吕东平 20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300 

房胜云 1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500 

王立民 17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500 

黄江英 1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600 

陈坤 1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700 

朱向阳 167,689 人民币普通股 16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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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樵 161,178 人民币普通股 161,178 

饶艺 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罗阳勇先生系成都紫东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成都紫东投资有限公司与罗阳勇先生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无法判断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肖棉洪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4,800.00 股、王立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178,500.00 股、黄江英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5,700.00 股、邱樵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2,578.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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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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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项目 

1、研发支出对比去年同期变动33.51%，主要系研发项目数量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对比去年同期变动-343.35%，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对比去年同期变动-82.89%，主要系投资单位利润减少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对比去年同期变动-135.73%，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5、所得税费用对比去年同期变动53.92%，主要系收入增加，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对比期初变动195.47%，主要系本年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以及经营规模扩大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变动100%，主要系本年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和证券收益凭证所致； 

3、应收账款对比期初变动77.31%，主要系国庆节前系统延迟收款所致； 

4、预付账款对比期初变动43.36%，主要系预付国庆期间铁路运费、柴油款项所致； 

5、其他应收款对比期初变动51.68%，主要系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所致； 

6、在建工程对比期初变动307.03%，主要系本期在建项目数量增加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对比期初变动2271.43%，主要系付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款项所致； 

8、预收账款对比期初变动-100%，主要系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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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编制2020年1-9月财务报表时，执行了新收入准则，

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9、应付账款对比期初变动-32.42%，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前期固定资产尾款所致； 

10、应交税费对比期初变动62.27%，主要系利润增加使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比期初变动59.47%，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12、资本公积对比期初变动7680.88%，主要系本年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所致； 

13、专项储备对比期初变动134.13%，主要系本公司按照财企〔2012〕16号《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计提并使用安全生产费所致。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比去年同期变动237.68%，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比去年同期变动1629.70%，主要系购买结构性存款和收益凭证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比去年同期变动-956.87%，主要系本年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20年7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020年9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设立了成都安宁铁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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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矿业有限公司，并取得了营业执照。 

    2、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

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9月7日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于2020年9月7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公司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不送红股，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红利总金额100,250,000.00

元。公司已于2020年9月18日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派发。 

    4、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应四川银行前期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以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的要求，该项投资

属于保密事项，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对外投资相关信息。 

    2020年9月30日，暂缓披露原因消除，公司按规定披露《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入股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定

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于2020年10月15日召开了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20 年 07 月 07 日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0 年 08 月 20 日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监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9 月 07 日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2020 年 08 月 20 日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20 年 09 月 07 日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09 月 12 日 2020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对外投资 
2020 年 09 月 30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入股四

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2020 年 10 月 15 日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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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8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40,6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27.4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15,282,000.00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人民币62,892,452.8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1,052,389,547.17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98,534,699.627元，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154,739,134.77元，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15,874,180.56元，合计已使用269,148,014.95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600,000,000.00元，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3,716,943.98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86,958,476.20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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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8 月 20

日 

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电话沟通 机构 海通证券 

详见巨潮资讯

网《安宁股份调

研活动信息》 

详见巨潮资讯网《安宁

股份调研活动信息》 

2020 年 08 月 20

日 

财务总监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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