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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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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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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钒钛 股票代码 0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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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玉惠 石灏南 

办公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 21 号

攀钢文化广场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21号攀

钢文化广场 

传真 0812-3385285 0812-3385285 

电话 0812-3385366 0812-3385366 

电子信箱 psv@pzhsteel.com.cn psv@pzhstee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和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钒、钛、电三大板块，其中钒、钛板块是公司战略重点发展业务，主要是钒产品、钛渣、

钛白粉的生产、销售、技术研发和应用开发，主要产品包括氧化钒、钒铁、钒氮合金、钒铝合金、钛白粉、钛渣等。公司是

国内主要的产钒企业，同时是国内主要的钛原料供应商，国内重要的钛渣、硫酸法、氯化法钛白粉生产企业。 

（2）产品用途 

①钒产品 

钒是一种重要的合金元素，主要用于钢铁工业。含钒钢具有强度高、韧性大、耐磨性好等优良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机

械、汽车、造船、铁路、桥梁、电子技术等行业。钒可以作为催化剂和着色剂应用于化工行业。此外，钒还被用于生产可充

电氢蓄电池或钒氧化还原蓄电池。目前公司钒产品主要销售到钢铁，钛合金，催化剂，玻璃等领域。 

②钛产品 

钛白粉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白色颜料，具有良好的遮盖力和着色力，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油墨等众多领域。目

前公司钛白粉主要销售到涂料，色母，油墨等领域。目前公司钛渣主要用于生产钛白粉和海绵钛。 

（3）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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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自身拥有的技术，采用“资源依托+工厂生产+产品直销（代理）”方式从事各类钒、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氧化

钒和钛白粉具有化工行业大规模连续性生产特点，钛渣具有有色冶炼行业间隙式大规模生产特点。 

公司对托管单位的钒产品按市场化原则实行买断式销售，同时对控股股东生产的钛精矿也按市场化原则买断自用和对外

销售。 

公司的业绩主要来源是通过生产产品出售来获取增值价值。业绩驱动要素是生产规模扩大、销售价格提升与生产成本控

制，同时通过整合采购、销售渠道，建立稳定的供销客户关系。公司绝大部分产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及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用

于外销，并致力于与下游客户建立直销渠道。 

（4）行业现状及行业地位 

①钒产品 

中国是钒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受2018年钒价大涨影响，2019年总产量约12.6万吨，增幅为40%，形成供过于求的市场局

面。2020年受疫情及供需情况影响，钒产品价格逐渐走低，部分石煤提钒企业迫于价格压力停产，国内总产量较2019年稍有

下降，市场仍呈供过于求的局面。 

公司钒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钒制品（以V2O5计）2.2万吨/年的生产能力，拥有五氧化二钒、三氧化二钒、中钒铁、

高钒铁、钒氮合金、钒铝合金等系列钒产品，已成为中国最大和品种齐全的钒制品生产企业，其中高钒铁、钒氮合金等钢铁

领域用钒产品销量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非钢领域应用产品钒铝合金已产业化生产，高纯氧化钒、钒酸盐等其他非钢领域应用

产品已逐渐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也有较大影响力。 

②钛白产品 

钛白粉行业在化工行业中属于小众行业。根据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统计数据，近十年来国内需求一

直处于上升趋势，而国内钛白粉需求增量非常有限，下游涂料、塑料行业已进入慢增长阶段，国内产量远大于需求，有30%

以上出口。2020年国内钛白粉总产量约348.3万吨，同比去年增长34.58万吨，增幅11.02%。2020年国内氯化法总产量约31.8

万吨， 产量维持稳定趋势。2020年龙佰集团、中核、东佳、金海等企业项目达产投产，预计2021年钛白粉产量增长9%左右。 

公司钛白粉是国内知名品牌，具备硫酸法钛白粉22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1.5万吨/年的生产能力，2020年钛白粉产量

23.55万吨（其中硫酸法钛白22.22万吨，氯化法钛白1.33万吨）。公司是国内五家具有氯化法钛白粉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更是少数具有“硫酸法+氯化法”钛白粉产品的生产企业。 

③钛渣产品 

近年来国内钛渣行业产量基本维持稳定状态。2020年国内酸溶性钛渣总产量约为45万吨（数据来源：涂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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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578,911,804.85 13,158,669,728.41 -19.61% 15,161,401,76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325,592.10 1,419,135,479.44 -84.12% 3,090,176,70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088,527.16 1,404,938,189.69 -84.76% 3,059,333,06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73,497.72 3,281,821,608.99 -81.72% 1,778,814,794.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2 0.1652 -84.14% 0.35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2 0.1652 -84.14% 0.3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16.47% -14.07% 52.8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1,648,741,577.47 12,966,139,241.97 -10.16% 11,865,559,09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78,054,990.82 9,337,005,829.09 1.51% 7,399,786,3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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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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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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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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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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80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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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3,048,453,113 556,956,678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928,946,14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4% 561,494,871 66,030,300 质押 247,732,284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502,013,022 502,013,0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130,963,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 89,996,731    

陈建奇 境内自然人 0.54% 46,785,36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40% 34,140,03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1% 26,4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攀长钢、攀成钢铁、鞍山钢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陈建奇持有公司股份 46,785,365 股，全部为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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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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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实施系列应对特殊时期工作方案，继续

扎实推进产品品质提升、优化成本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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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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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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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钒产品 3,771,375,230.62 544,992,808.95 14.45% -39.49% -68.09% -12.95% 

钛渣 756,732,016.97 114,252,686.41 15.10% 21.51% 65.59% 4.02% 

钛白粉 2,720,004,260.99 276,473,381.04 10.16% -10.73% -42.93%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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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1,916,773,493.53 183,157,452.40 9.56% 3.79% -14.52%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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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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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

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简称“新

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在新收入准则下，

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

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

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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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8 户。2020 年度注销 1 户子公司，企业合并增加 1 户子公司。详

见本报告全文第十二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第十二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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