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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忠实、勤勉、谨慎履行职责，规范运作，科学决策，强化执行，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为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推动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经营分析 

（一）概述 

1．生产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的严峻市场形势，董事会加

强对经营层要求和指导，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实施系列应对特殊时期

工作方案，强化运营成本管控，从提高产量规模、提升产线运行稳定

性、优化物流、节能降耗等多方面进行系统降本，积极对标挖潜创建

一流工厂，多项技术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各主要产线成本均较

上年下降，降本增效取得显著成效；继续扎实推进产品品质提升、加

快产业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本年度经营目标。报告期

内，公司累计完成钒制品（以V2O5计)2.40万吨，同比增长8.88%；钛

白粉23.55万吨（其中含氯化钛白粉1.33万吨），同比增长0.69%；钛渣

20.58万吨，同比增长9.82%。 

2. 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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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7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5.80

亿元，同比下降19.61%；营业成本93.48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10

亿元，同比下降11.46%；营业毛利12.3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70

亿元，同比下降52.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较

上年减少11.94亿元，同比下降84.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钒产品的

市场价格大幅下降。 

（二）收入与成本 

1.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0,578,911,804.85 100% 13,158,669,728.41 100% -19.61% 

分行业 

钒产品 3,771,375,230.62 35.65% 6,232,326,873.94 47.36% -39.49% 

钛产品 4,241,239,428.85 40.09% 4,354,571,299.53 33.09% -2.60% 

钢材及钢材制品 216,217,349.57 2.04% 179,850,776.36 1.37% 20.22% 

电 1,916,773,493.53 18.12% 1,846,786,977.25 14.04% 3.79% 

其他 433,306,302.28 4.10% 545,133,801.33 4.14% -20.51% 

分产品 

钒产品 3,771,375,230.62 35.65% 6,232,326,873.94 47.36% -39.49% 

钛精矿 753,389,644.50 7.12% 671,494,969.19 5.10% 12.20% 

钛渣 756,732,016.97 7.15% 622,781,978.30 4.73% 21.51% 

钛白粉 2,720,004,260.99 25.71% 3,046,837,510.15 23.15% -10.73% 

电 1,916,773,493.53 18.12% 1,846,786,977.25 14.04% 3.79% 

钢材及钢材制品 216,217,349.57 2.04% 179,850,776.36 1.37% 20.22% 

其他 444,419,808.67 4.21% 558,590,643.22 4.25% -20.44% 

分地区 

国内 9,727,170,286.26 91.95% 11,540,061,979.94 87.70% -15.71% 

境外（含港澳台地区） 851,741,518.59 8.05% 1,618,607,748.47 12.30% -47.38% 

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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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35,109,678.46 2,466,265,078.96 2,820,534,304.71 2,757,002,74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96,865.19 15,079,675.55 104,587,266.47 35,161,78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446,681.68 21,818,097.09 102,350,685.60 22,473,06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835.82 264,524,727.45 505,654,672.63 -168,205,066.54 

 

2. 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钒 

原燃材料 3,049,769,064.31 94.53% 4,281,095,049.47 94.62% -28.76% 

其他 176,613,357.36 5.47% 243,568,737.10 5.38% -27.49% 

小计 3,226,382,421.67 100.00% 4,524,663,786.57 100.00% -28.69% 

钛 

原燃材料 3,232,570,355.88 85.83% 3,153,794,243.62 84.80% 2.50% 

其他 533,861,138.82 14.17% 565,088,425.93 15.20% -5.53% 

小计 3,766,431,494.70 100.00% 3,718,882,669.55 100.00% 1.28% 

电 

原燃材料 1,638,877,395.57 94.54% 1,552,830,100.68 95.12% 5.54% 

其他 94,738,645.56 5.46% 79,697,387.83 4.88% 18.87% 

小计 1,733,616,041.13 100.00% 1,632,527,488.51 100.00% 6.19%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钛渣 

原燃材料 543,022,263.82 84.52% 445,681,459.69 80.48% 21.84% 

其他 99,457,066.74 15.48% 108,104,044.10 19.52% -8.00% 

小计 642,479,330.56 100.00% 553,785,503.79 100.00% 16.02% 

钛白粉 

原燃材料 2,018,366,365.91 82.60% 2,111,445,938.37 82.40% -4.41% 

其他 425,164,514.04 17.40% 450,924,783.78 17.60% -5.71% 

小计 2,443,530,879.95 100.00% 2,562,370,722.15 100.00% -4.64% 

钒产品 

原燃材料 3,049,769,064.31 94.53% 4,281,095,049.47 94.62% -28.76% 

其他 176,613,357.36 5.47% 243,568,737.10 5.38% -27.49% 

小计 3,226,382,421.67 100.00% 4,524,663,786.57 100.00% -28.69% 

电 原燃材料 1,638,877,395.57 94.54% 1,552,830,100.68 95.12%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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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94,738,645.56 5.46% 79,697,387.83 4.88% 18.87% 

小计 1,733,616,041.13 100.00% 1,632,527,488.51 100.00% 6.19% 

 

（三）费用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264,673,244.18 288,106,491.48 -8.13%  

管理费用 172,094,288.67 178,134,449.86 -3.39%  

财务费用 -43,077,698.38 40,222,203.76 -207.10% 
主要是本年净归还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减少和存款

利息收入增加。 

研发费用 380,295,084.09 463,555,913.76 -17.96% 
主要是应用于研发投入的费用支出在产线稳定性

提升后减少。 

 

（四）研发投入 

2020年，公司紧紧围绕科技创效及打造最具竞争力的钒钛产业目

标，开展科技创新各项工作，研发投入3.80亿元，占营业收入的3.59%。

在强化基础管理，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努力抓好工艺技术优化升

级、新产品开发及产品品质提升。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308 352 -12.50%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0.17% 10.21% -0.04% 

研发投入金额（元） 380,295,084.09 466,254,082.79 -18.4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59% 3.54% 0.05%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0.00 2,698,169.03 -100.00%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0.00% 0.58% -0.58% 

（五）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59,776,680.47 9,233,611,942.09 -13.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59,703,182.75 5,951,790,333.10 2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73,497.72 3,281,821,608.99 -81.7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439,729.85 79,709,474.72 -59.3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8,128,524.05 45,221,417.51 227.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688,794.20 34,488,057.21 -435.4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7,000,000.00 1,107,000,000.00 -51.4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78,918,670.01 2,274,229,165.30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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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1,918,670.01 -1,167,229,165.30 -23.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59,607,204.42 2,149,415,975.63 -144.65%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本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是本年度销售收

入减少所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是本年度购买

原材料、动力支付货币比例增加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变动较大的

原因，主要是本年度土地处置款减少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变动较

大的原因是本年度对外投资支出及预付攀枝花钒钛高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金增加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变动较大的原

因，主要是本年度借款减少所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变化较大的原因，

主要是本年度归还借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

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60,007.35万元，净利润

24,268.42万元，差异35,738.93万元，主要是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5,824.46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下降

13,049.25万元，经营性应收款项下降7,904.81万元，经营性应付款项下

降10,485.19万元。 

 

三、资产、负债状况 

（一）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表 

单位：元 

 

2020 年末 2020 年初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3,394,458,115.58 29.14% 4,354,065,320.00 33.58% -4.44% 
主要原因是本年净归还银行借

款以及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142,056,964.04 1.22% 106,300,816.61 0.82%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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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821,166,499.61 7.05% 818,896,987.61 6.32% 0.73%  

投资性房地产 179,527,334.33 1.54% 186,002,417.81 1.43% 0.11%  

固定资产 4,381,182,915.16 37.61% 4,388,880,685.75 33.85% 3.76%  

在建工程 65,764,493.09 0.56% 59,859,854.25 0.46% 0.10%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0.86% 1,217,000,000.00 9.39% -8.53% 主要是净归还借款。 

应收票据 109,210,587.88 0.94% 738,768,610.45 5.70% -4.76% 

主要原因为本公司将收到的既

以持有收取现金流量为目的又

以出售为目的银行承兑汇票重

分类到应收款项融资。 

 
 

（二）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项  目 年末账面价值（单位：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300,413.21 全部为金贸大厦房屋维修基金。 

固定资产 138,669,494.61 东方钛业借款抵押物。 

无形资产 103,752,882.03 东方钛业及重庆钛业借款抵押土地。 

投资性房地产 12,052,802.57 因公司诉讼案件保全被告财产所致。 

 

四、投资状况 

（一）总体情况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232,721,187.77 286,476,902.37 -18.76% 

（二）报告期内获取的重大的股权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被投资

公司名

称 

主要业

务 

投资

方式 

投资金

额 

持股比

例 

资金来

源 
合作方 

投资期

限 

产品类

型 

截至资

产负债

表日的

进展情

况 

预计收

益 

本期投

资盈亏 

是否

涉诉 

披露

日期 

披露

索引 

攀枝花

市国钛

科技有

限公司 

生产富

钛料、

钛白

粉、钒

钛合

金、生

铁、铸

件锻件

收购 3,191.26 51.00% 
自有资

金 

攀枝花

钢城集

团有限

公司、

王世

金、张

利民 

长期 

自然人

投资或

控股的

有限责

任公司 

所涉及

的股权

产权已

全部过

户、所

涉及的

债权债

务已全

298.06 -117.50 否 

2020

年 11

月 03

日 

巨潮

资讯

网

（ht

tp://

ww

w.cn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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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部转

移。 

com.

cn） 

合计 -- -- 3,191.26 -- -- -- -- -- -- 298.06 -117.50 -- -- -- 

注：预计收益为 2021 年全年预测数据，国钛科技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期投资盈亏为

2020 年 11—12 月统计数据。 

（三）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的非股权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

方式 

是否为

固定资

产投资 

投资项

目涉及

行业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资金

来源 

项目进

度 
预计收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收益 

未达到计划

进度和预计

收益的原因 

攀枝花钒厂 2#废水

蒸发浓缩系统升级

改造检修资本化项

目 

自建 是 钒化工 2,249.37 5,009.31 自筹 100.00% 0.00 0.00 

节能减排项

目，不产生

收益 

攀枝花钒厂氧化钒

及钒氮作业区域散

排烟尘捕集系统优

化改造 

自建 是 
节能减

排 
1,191.34 1,191.34 自筹 100.00% 0 0.00 

节能减排项

目，不产生

收益 

重庆钛业钛石膏资

源综合利用建设项

目 

自建 是 
节能减

排 
2,767.47 2,855.02 自筹 90.73% 0 0.00 

节能减排项

目，不产生

收益 

两化融合示范线建

设-主线基础自动化

升级改造项目 

自建 是 
两化融

合 
1,067.91 1,067.91 自筹 72.16% 285.11 0.00 

正在试生

产，尚未产

生效益 

合计 -- -- -- 7,276.09 10,123.59 -- -- 285.11 0.00 -- 

 

五、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公司报告期未出售重大资产。 

 

六、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攀钢集团钛业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钛产品生产

及销售 
360,000.00 190,985.09 159,676.14 275,909.55 631.74 909.31 

上海攀钢钒钛

资源发展有限
子公司 贸易 20,000.00 24,342.87 24,120.72 188,581.77 893.83 6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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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攀钢集团北海

特种铁合金有

限公司 

子公司 
钒产品生产

及销售 
6,600.00 14,345.59 12,801.42 27,895.46 1,302.61 1,080.16 

攀钢集团重庆

钛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钛产品生产

及销售 
33,720.75 173,298.67 22,951.23 114,347.84 -10,425.12 -10,753.41 

攀枝花东方钛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钛产品生产

及销售 
30,000.00 128,609.30 82,612.51 149,013.60 5,835.19 5,282.15 

攀钢集团成都

钒钛资源发展

有限公司 

子公司 贸易 20,000.00 64,366.20 20,723.85 625,013.80 624.56 471.15 

攀钢集团重庆

钒钛科技有限

公司 

子公司 贸易 10,000.00 23,967.91 7,036.45 109,905.68 17.13 12.85 

攀枝花市国钛

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钛产品生产

及销售 
10,000.00 17,255.17 6,026.98 4,093.96 -230.39 -230.39 

鞍钢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公司 

财务公司服

务 
400,000.00 2,782,518.71 715,834.61 91,448.50 65,180.07 48,973.98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1．钛业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909.31万元，较上年度增加6,159.74

万元，主要原因是钛渣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2．重庆钛业本年度实现净利润-10,753.41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10,588.23万元，主要原因是钛白粉市场价格较去年下降，以及原材料

钛精矿价格上涨所致。 

3．东方钛业本年度实现净利润5,282.15万元，较上年度减少

5,387.58万元，主要原因是钛白粉市场价格较去年下降，以及原材料钛

精矿价格上涨所致。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攀枝花市国钛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股权 
不构成重大影响，具体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

五节之“二十、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重庆江之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 
不构成重大影响，具体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

五节之“二十、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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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公司所处行业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是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重点企业之一，依靠自主创

新，探索出难利用、低品位、多金属共生的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道路，

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形成了钒氮合金生产技

术、攀枝花高钙镁钛渣熔盐氯化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有技术。 

钒产业方面，在钢铁领域，新标准《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在2018年11月1日实施，将推进400MPa、500MPa和600MPa高强钢筋的

应用。随着国家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对产品品质监管力

度的持续加强，我国热轧螺纹钢规范化生产的比例会不断提升，近两

年钢铁领域对钒氮合金需求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后期将达到稳定。在

非钢领域，《中国制造2025》指出加快大型飞机的研制及将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列入应用示范项目，《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明确鼓励100MW规模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示范项目，

随着高端装备及新能源储能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将加快钒铝合金和

钒化工产品的发展进程。 

钛产业方面，随着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新常态形势下的

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带来行业发展外部环境的明显改善。全

球需求方面，一些新兴国家，特别是近几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

将促使全球钛白需求保持增长态势。 

（二）机遇与挑战 

1．机遇 

（1）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减过剩行业产能、更加严苛的环保政策持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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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助于钒钛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改善。 

（2）国家正在加快推进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公司

的发展重点与国家战略高度匹配，将对公司钒钛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

撑和难得的机遇。 

（3）国家鼓励氯化法钛白发展，为公司通过高炉渣提钛工艺大力

发展氯化钛白提供了机遇，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对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 

（4）钒在非钢领域应用取得突破。国家政策鼓励发展新型储能电

池，随着全钒液流电池的产业化，钒的用量将取得大的突破。 

（5）环保带来的竞争力效益明显。环保政策明显趋严，环保执法

力度不断加大，不仅保证正派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也有利于行业整

合和公平竞争。 

2．挑战 

（1）国家对安全环保生产监管趋严，虽然会限制同行业企业盲目

发展，但也会抬升公司生产成本。 

（2）终端用户使用其他合金替代钒在钢中的应用，可能影响钒的

供需平衡。 

（3）钛渣市场受钛白粉市场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需求量

存在不确定因素。 

（4）涂料是钛白粉当前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国内房地产和汽车行

业的发展状况对涂料的需求有重要影响，也将直接影响钛白粉的需求。

国内钛白粉市场结构性、阶段性过剩状况短期内仍将持续。 

（三）公司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协同资源、做强基体、做大产业、绿色发展。 

发展愿景：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钒钛新材料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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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打造国际最具影响力的钒产品供应商、国内最具竞争

力的钛产品供应商，成为钒钛产业发展的引领者。 

（四）2021年业务发展计划 

2021年公司业务发展计划为：完成钒制品（以V2O5计）2.23万吨、

硫酸法钛白粉22.7万吨、氯化法钛白粉1.5万吨、钛渣20.2万吨；全年

力争实现营业收入107亿元。为实现目标，公司将加强供产运销一体化

协同，精准管控、高效协作、持续改善，实现效益最大化；坚持“稳

定压倒一切”，加强关键运行指标实时监控，健全完善设备风险预警

机制，刚性执行工艺操作制度，精准发现问题，快速及时纠偏，千方

百计释放各条产线产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将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

“卡脖子”技术攻关作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有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一）任职及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

状态 

性

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期初持

股数

（股） 

本期增持

股份数量

（股）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股） 

其他增

减变动

（股） 

期末持

股数

（股） 

谢俊勇 
董事 

现任 男 55 
2020 年 05 月 14 日       

董事长 2020 年 08 月 14 日       

段向东 
董事 

离任 男 52 
2013 年 06 月 28 日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董事长 2017 年 02 月 13 日 2020 年 08 月 14 日      

申长纯 

董事 现任 

男 55 

2020 年 05 月 14 日       

监事会主

席 
离任 2016 年 07 月 15 日 2020 年 05 月 14 日      

张治杰 董事 离任 男 62 2013 年 06 月 28 日 2020 年 03 月 27 日 61,520    61,520 

李忠武 董事 离任 男 57 2019 年 07 月 18 日 2020 年 02 月 28 日      

陈勇 董事 现任 男 58 2013 年 06 月 28 日       

张景凡 董事 现任 男 54 2018 年 04 月 19 日       

杨秀亮 
董事 现任 

男 51 
2018 年 04 月 19 日       

总经理 离任 2017 年 09 月 04 日 2020 年 01 月 21 日      

张强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59 2015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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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洪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47 2016 年 07 月 15 日       

米拓 独立董事 现任 男 36 2019 年 07 月 18 日       

陈列希 
监事、监

事会主席 
现任 男 57 2020 年 05 月 14 日       

李顺健 监事 现任 男 47 2019 年 07 月 18 日       

肖明雄 监事 现任 男 51 2016 年 07 月 15 日       

张玉东 监事 现任 男 50 2018 年 01 月 13 日  10,000    10,000 

冉河清 监事 现任 男 52 2018 年 09 月 28 日       

杜斯宏 
总经理 现任 

男 51 
2020 年 09 月 25 日       

副总经理 离任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20 年 09 月 25 日      

王长民 副总经理 离任 男 56 2016 年 07 月 15 日 2020 年 04 月 21 日 200,000    200,000 

秦明 副总经理 离任 男 59 2017 年 09 月 04 日 2020 年 09 月 25 日      

罗玉惠 
董事会秘

书 
现任 女 50 2016 年 07 月 15 日       

王荣凯 副总经理 现任 男 52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谢正敏 
财务负责

人 
现任 男 52 2018 年 08 月 09 日       

李亮 
总经理助

理 
现任 男 35 2020 年 04 月 21 日  8,900    8,900 

合计 -- -- -- -- -- -- 280,420 0 0 0 280,420 

（二）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

前报酬总额 

是否在公司关联方获

取报酬 

谢俊勇 董事、董事长 男 55 现任  是 

段向东 董事、董事长 男 52 离任  是 

申长纯 董事 男 55 现任  是 

陈勇 董事 男 58 现任  是 

张景凡 董事 男 54 现任  是 

杨秀亮 董事 男 51 现任  是 

杨秀亮 总经理 男 51 离任 4.36 否 

张强 独立董事 男 59 现任 12 否 

严洪 独立董事 男 47 现任 12 否 

米拓 独立董事 男 36 现任 12 否 

陈列希 监事、监事会主席 男 57 现任  是 

李顺健 监事 男 47 现任  是 

肖明雄 监事 男 51 现任  是 

张玉东 监事 男 50 现任 39.9 否 

冉河清 监事 男 52 现任 35.33 否 

杜斯宏 总经理 男 51 现任 73.9 否 

王长民 副总经理 男 56 离任 10.85 否 

秦明 副总经理 男 59 离任 30.6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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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玉惠 董事会秘书 女 50 现任 52.71 否 

王荣凯 副总经理 男 52 现任 25.02 否 

谢正敏 财务负责人 男 52 现任 49.04 否 

李亮 总经理助理 男 35 现任 40.47 否 

合计 -- -- -- -- 398.24 --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的变动情况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段向东 董事、董事长 离任 2020 年 08 月 14 日 工作变动辞职 

张治杰 董事 离任 2020 年 03 月 27 日 工作变动辞职 

李忠武 董事 离任 2020 年 02 月 28 日 工作变动辞职 

申长纯 监事会主席 离任 2020 年 05 月 14 日 工作变动辞职 

杨秀亮 总经理 离任 2020 年 01 月 21 日 工作变动辞职 

杜斯宏 副总经理 离任 2020 年 09 月 25 日 工作变动 

王长民 副总经理 离任 2020 年 04 月 21 日 工作变动辞职 

秦明 副总经理 离任 2020 年 09 月 25 日 工作变动辞职 

谢俊勇 
董事 被选举 2020 年 05 月 14 日 股东大会选举 

董事长 被选举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董事会选举 

申长纯 董事 被选举 2020 年 05 月 14 日 股东大会选举 

陈列希 
监事 被选举 2020 年 05 月 14 日 股东大会选举 

监事会主席 被选举 2020 年 05 月 14 日 监事会选举 

杜斯宏 总经理 聘任 2020 年 09 月 25 日 董事会聘任 

王荣凯 副总经理 聘任 2020 年 08 月 14 日 董事会聘任 

李亮 总经理助理 聘任 2020 年 04 月 21 日 董事会聘任 

 

九、董事会重点工作 

（一）报告期内董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权，对公司

的经营计划、投融资方案、财务预算和决算、利润分配、关联交易、

定期报告、提名董事、聘任高管等有关议案进行审议并做出决议。2020

年累计召开董事会7次，审议通过议案32项，在议案的审议过程中，董

事会成员均充分表达各自意见，关联董事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对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秉承独立性原则，结合各自在

专业领域的造诣，积极为公司建言献策，充分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公司发展战略、风险控制、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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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等方面积极为董事会提供决策建议，为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提

供了有力支持。 

（二）顺利完成董事长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改选工作 

2020年8月14日，公司董事长段向东先生因工作变动向董事会申请

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

员职务。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决定由董事谢俊勇先

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申长纯先生出任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三）完成国钛科技收购工作 

为落实公司产业布局规划和发展战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公

司全资子公司钛业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在攀枝花市与攀枝花钢城集

团有限公司、王世金、张利民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钛业公

司以自有资金3,191.26万元受让王世金持有的国钛科技51%股权；攀枝

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受让王世金、张利民合计持有的27%股权。 

（四）完成子公司股权管理架构调整工作 

为减少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下属子公

司股权管理架构进行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钛业公司持有的下属控股

子公司重庆钛业55.52%股权、东方钛业65%股权及国钛科技51%股权

转让给公司，重庆钛业、东方钛业及国钛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钛业公司不再持有重庆钛业、东方钛业及国钛科技股权。 

（五）报告期内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1次股东大会。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充分履行法律赋予董事会的职责，认真执行

股东大会决议。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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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聘请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按照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董事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2．确定独立董事津贴 

按照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2020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按照每人

每年12万元人民币（税前）发放。 

 

十、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攀钢钒钛母公

司 2019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122,763.71 万元，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7,175.93 万元，年末未分配利润为-85,587.78 万元。攀钢钒钛合并报

表 2019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676,064.55 万元，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532.56 万元，2020 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

为-653,531.99 万元。 

因攀钢钒钛母公司报表、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建议 2020 年不派发现金

股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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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成子公司股权管理架构调整工作
	为减少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下属子公司股权管理架构进行调整。公司全资子公司钛业公司持有的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钛业55.52%股权、东方钛业65%股权及国钛科技51%股权转让给公司，重庆钛业、东方钛业及国钛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钛业公司不再持有重庆钛业、东方钛业及国钛科技股权。
	（五）报告期内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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