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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21-06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攀钢钒

钛”）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 15:30 以现场

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在四川省成都市金贸大厦 2114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谢俊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

之规定。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20 年度决算报告内容如下： 

（一）经营状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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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7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4.12%。主

要是钒产品市场价格较上年大幅下滑所致。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116.49 亿元，较上年末下

降 10.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4.78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 1.51%。主要是当期实现盈利变化所致。 

2020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00 亿元，较上年同

期降低 81.72%，主要是当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2020 年主要财务指标详见下表： 
 
表一：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总收入   1,315,866.97     1,057,891.18              -19.61  

营业利润     152,105.07        39,730.02             -73.88  

利润总额     151,547.89        38,712.65             -7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913.55        22,532.56             -8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0,493.82        21,408.85             -8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182.16        60,007.35             -81.72  

资产总额   1,296,613.92     1,164,874.16             -10.16  

负债总额     332,842.90       185,201.06             -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33,700.58       947,805.50               1.51  

 
表二：主要综合能力指标完成情况表 

主要综合能力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25.67% 15.90% -9.77% 

流动比率                   2.33                   3.86                   1.53  

速动比率                   2.02                    3.23                    1.21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2.21 1.87                 -0.34  

存货周转率 11.24 11.14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7% 2.40% -14.07% 

总资产报酬率 12.46% 3.38% -9.08% 

每股收益 0.1652 0.0262 -0.1390 

（二）损益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亿元，比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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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 11.94 亿元，降幅 84.12%。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1. 营业总收入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5.79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5.80

亿元，降幅 19.61%，主要是钒产品价格下降所致。 

2. 营业成本 

报告期公司发生营业成本 93.4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2.10亿元，

降幅 11.46％，主要是购买托管单位西昌钒制品分公司钒产品价格下降

所致。 

3. 期间费用 

报告期公司发生期间费用为 7.7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96亿元，

降幅 20.21%。其中： 

销售费用 26,467.32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343.32 万元,降幅

8.13%，主要是运输费下降； 

管理费用 17,209.43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04.02 万元，降幅

3.39%，主要是享受疫情优惠政策社保减免； 

研发费用 38,029.5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8,326.08 万元，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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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4,307.77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8,329.99 万元，降幅

207.10%，主要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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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087.97 万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4.74 万元，合计 2,073.23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979.72 万元，降幅

58.97%。主要原因是： 

（1）存货跌价准备本年计提 2,087.9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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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721.28

万元、攀枝花市国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钛科技”）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258.19 万元、攀钢集团北海特种铁合金有限公司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109.30 万元。         

（2）2020 年计提坏账准备-14.74 万元，比上年下降 101.36 万元。

主要是收回货款。 

（3）2020 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 万元，比 2019 年减少

3,000.82 万元。 

5. 投资收益 

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 3,240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81.19 万元，降

幅 2.44%，主要是本年收到鞍钢财务公司投资收益减少。 

6. 资产处置收益 

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 0 万元，比 2019 年减少 314.84 万元。 

7. 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公司营业外收入 1,225.02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74.46 万

元，增幅 28.8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增加。 

8. 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公司营业外支出 2,242.39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734.64 万

元，增幅 48.72%。主要是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支出和移交市政道路修理

费用增加所致。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532.56 万元，

较 2019 年减少 119,380.99 万元，降幅 84.12%。主要原因是钒产品价

格下降所致。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21,408.85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19,084.97 万元，降幅 84.76%。 

（三）资产、负债、权益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16.49 亿元，比上年末减少 13.17 亿元；

负债总额 18.52 亿元，比上年末减少 14.76 亿元；股东权益 97.97 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 1.59 亿元。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偿还债务所致。 

1. 主要资产项目变动情况 

（1）货币资金 339,445.81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95,960.72 万元，

主要原因是本年净归还银行借款以及销售回款减少。 

（2）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合计 49,366.94 万元，比上年末减

少 24,509.93 万元，主要原因是应收票据到期回款以及销售回款减少。 

（3）应收账款 14,205.7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3,575.61 万元，主

要原因是对外出口钛白粉应收款增加。 

（4）其他应收款 4,224.98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3,090.99 万元，主

要原因是本年新增应收长寿区经济开发公司基础设施补偿款 1,992.00

万元和应收鞍钢财务公司利息费用 1,037.17 万元。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9,791.24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7,689.11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参股单位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为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使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减少约 1.45 亿元；本

年参股成都先进金属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增加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4,503 万元。 

（6）递延所得税资产 13,144.92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3,049.25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盈利及母公司根据盈利预测情况调整因可抵

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7）其他非流动资产 28,269.57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4,389.9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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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原因是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2. 主要负债项目变动情况 

（1）短期借款 10,000.00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11,700.00 万元，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净归还银行借款。 

（2）应付票据 0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9,97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票据到期净兑付。 

（3）预收账款 0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46,109.60 万元，主要原因

是本年执行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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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4）合同负债 42,282.91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42,282.91 万元，主

要原因是本年执行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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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5）应付账款 63,435.77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4,798.97 万元，主

要原因是本年末应付外部采购款增加。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8.27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5,139.44 万元，主要原因是净归还银行贷款和融资租赁款。 

（7）长期应付款 27,596.45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1,128.13 万元，

主要原因是本年重庆钛业退回氯化钛白专项资金 5,100 万元、提前归

还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款 5,928.62 万元。 

（8）递延所得税负债 14,504.66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3,278.81 万

元，主要原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3. 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权益 979,673.10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15,902.08 万元，主要原

因是本年实现的净利润转入未分配利润，以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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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变动税后净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四）主要在建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在建工程期初余额 5,985.99 万元，本年增加 23,272.11 万元，本年

减少 22,815.00 万元，年末在建工程余额 6,443.10 万元。主要项目进展

情况如下： 

1. 攀枝花钒厂推板窑资本化检修项目本年增加 5,058.31 万元、转

固 5,058.31 万元，工程已完工。 

2. 重庆钛业钛石膏资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本年增加 2,767.47 万

元，工程正在建设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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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增加 2,249.37 万元、转固 5,009.31 万元，工程已完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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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项目本年增加 1,191.34 万元、转固 1,191.34 万元，工程已完工。 

5. 重庆钛业两化融合示范线建设-主线基础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本年增加 1,067.91 万元，工程正在建设中。 

（五）现金流量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9,315.77 万元，较上期

减少 95,960.72 万元。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07.35 万元，其中：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为 795,977.67 万元，主要是： 

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87,007.84 万元。 

②收到的税费返还 66.81 万元。 

③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03.02 万元。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为 735,970.32 万元，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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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52,109.37 万元。 

②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811.16 万元。 

③支付的各项税费 26,725.22 万元。 

④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324.57 万元。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568.88 万元，其中：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为 3,243.97 万元，主要是： 

①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240.00 万元，主要是取得鞍钢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现金分红 3,200.00 万元及中联先进钢铁材料技术有

限公司现金分红 40.00 万元。 

②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3.97 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为 14,812.85 万元，主要是： 

①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7,108.68 万元，主要是工程费用支付 2,568.39 万元，购买土地使用权

支付 4,540.29 万元。 

②投资支付的现金 4,503.00 万元，主要是支付参股成都先进金属

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款。 

③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3,181.23 万元，主

要是取得子公司国钛科技。 

④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94 万元，主要是支付资产

处置运费。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4,191.87 万元，其中：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为 53,700.00 万元，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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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53,700.00 万元。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为 197,891.87 万元，主要是： 

①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76,600.00 万元。 

②分配股利、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810.79 万元。 

③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481.08 万元，主要是支付融

资租赁本金及利息 10,215.38 万元，重庆钛业退回氯化钛白专项资金

5,100.00 万元，委贷手续费及其他 165.70 万元。 

④汇率变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为-207.32 万元。 

（六）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应收款项(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

1,463.99 万元，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14.74 万元，期末余额 1,449.25

万元。 

（1）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5,445.50 万元，坏账准

备余额 1,239.80 万元，净额 14,205.70 万元。其中：账龄风险矩阵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764.76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 1,239.80

万元；无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680.74 万元，坏账准备

余额为 0.00 万元。 

（2）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3,397.27 万元，坏账

准备余额 209.45 万元，净额 3,187.82 万元。其中：按账龄分析法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441.15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 209.45 万

元；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956.12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为

0.00 万元。 

2. 存货跌价准备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740.05 万元，报告期计提存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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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准备 2,087.97 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715.42 万元，期末存货

跌价准备余额为 2,112.60 万元。 

3.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变动情况 

报告期初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17,778.60 万元，报告期转销

减值准备 1,057.05万元，期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16,721.55万元。 

4. 其他减值准备变动情况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20,069.79 万元，本年无变动。 

（七）执行新会计准则和报表列报格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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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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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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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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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

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461,095,983.55 -461,095,983.55  

合同负债  461,095,983.55 461,095,983.55 

2.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的

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账款 440,073,211.78 -440,073,211.78  

合同负债  440,073,211.78 440,073,211.78 

除上述影响外，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 2020 年度及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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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合并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产生重大影响。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预计 2021 年主要产品产量为：钒产品 2.23 万吨（折合 V2O5），钛

渣 20.20 万吨，硫酸法钛白粉 22.7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 1.50 万吨，

电 38 亿度，预计公司 2021 年将实现营业收入 107 亿元。 

上述财务预算、经营计划、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21 年度

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

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 202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转销情

况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计提 2020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核转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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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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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同意提

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8）和《2020 年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21-09）。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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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测 2021 年度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1-11）。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俊勇、申

长纯、陈勇、张景凡、杨秀亮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的要求，公司针对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

业务和风险状况，出具了相关的《风险评估报告》。董事会审议后认为： 

（一）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发现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违反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

情况，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第三十

四条的规定要求。 

（二）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鞍钢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在与经营资质、业务和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风险管理体系设

计与运行存在重大缺陷。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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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报告》。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俊勇、申

长纯、陈勇、张景凡、杨秀亮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俊勇、申

长纯、陈勇、张景凡、杨秀亮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年度资金预算内资金业务及对子

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并授权财务负责人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 

（一）对 2021 年已落实的 41.80 亿元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并

授权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签署银行授信相关法律文件。 

（二）对 2021 年度资金预算内的金融机构借款、融资租赁、票据

签发和贴现等业务，并授权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三）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4.00 亿元担

保，并授权财务负责人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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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全资子公司顺利开展业务所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的需要，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定，公司对其日常经营

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上述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 202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2）。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公司无法收回债权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债权债务管理办法》《资产减值准

备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完整，准确

反映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对各类债权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对公

司部分无法收回债权进行核销。 

本次申请核销债权共 34 笔，金额 5,913,279.20 元，账龄最短 8 年

以上，最长 22 年以上，均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当期利润不会

产生影响。核销后，公司按账销案存债权作备查登记。 

针对公司此次申请核销的债权，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以

法人口径分别按债权主体出具了 3 份法律意见书，该所认为： 

（一）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应收河南省开封化肥厂触

煤分厂货款 70,000 元，逾期三年以上，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且无法查询到债务人的信息，通过现场调查仍无法与债务人联系，预

计无法收回，建议参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认定为损失，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核销。 

（二）攀钢集团重庆钛业有限公司债权 11 笔，合计 1,369,4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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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均逾期三年以上，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建议根据《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规定，按规定程序报

经批准后核销。 

（三）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22 笔，合计金额

4,473,869.27 元，均逾期三年以上，四川省银都经济发展公司、昆山市

信大添加剂有限公司、山东高密市科力达化工有限公司、广西贵港市

港务贸易有限公司、湖南衡阳三化实业公司 5 笔债权已向人民法院起

诉仍无法收回，其余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预计无法收回，

建议根据《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的规定，按规定程序报

经批准后核销。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2021 年度投资计划（草案）》，同意提交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21 年度投资计划（草案）》内容

如下： 

通过对公司 2020年度投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清理，结合公司 2021

年新建项目申报情况，编制了《2021 年度投资计划（草案）》。 

（一）编制原则 

2021 年公司投资方向为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钒钛深加工产业及环

保治理，确保公司钒钛产业重点战略项目顺利实施。 

（二）拟安排投资计划情况 

2021 年公司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22,521 万元，其中续建项目

11,251 万元，新建项目 10,070 万元，零固购置 1,200 万元，主要项目

如下： 

1. 钛业公司 60Kt/a 熔盐氯化法钛白项目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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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万元。 

2. 重庆钛业蒸汽余热余压利用发电项目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1,219 万元。 

3. 重庆钛业渣场土地购置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 

4. 攀枝花钒厂 5000t/a 高纯氧化钒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拟安

排固定资产投资 800 万元。 

5. 钛业公司 6万吨级高炉渣提钛氯化法钛白产线拟安排固定资产

投资 100 万元。 

6. 攀枝花钒厂废水蒸发浓缩系统 1#线改造性大修拟安排固定资

产投资 1,500 万元。 

7. 攀枝花钒厂江 11#排口复杂水体治理产业化项目拟安排固定资

产投资 1,000 万元。 

8. 钛冶炼厂钛渣电炉技术升级改造与煤气回收利用项目拟安排

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 

9. 氯化钛白厂低温氯化工程氯化尾渣综合利用科研配套项目拟

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500 万元。 

10. 其他续建项目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3,032 万元。 

11. 其他拟新建项目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1,170 万元。 

12. 零固购置拟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1,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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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表（草案）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建设的必要性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年限（年

月） 

截止 2020 年

底累计完成

投资 

2021 年计划投

资 

 合   计 290,573    846 22,521 

一 续建工程 147,519    846 11,251 

1 

钛业公司 60Kt/a

熔盐氯化法钛白项

目 

105,393 

项目建设是做大做强公司钛产业的必然选

择，为公司大规模发展氯化钛白产业奠定

基础，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低成本四氯

化钛生产”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高炉渣

提钛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也是

建设攀西试验区的需要。 

建设 6 万吨/年的熔盐氯化法钛白生产

线，主要包括钛渣破碎系统、熔盐氯化

及精制系统、氧化系统、后处理系统、

氯化废盐处理系统、4 万吨/年制氯装置

及配套的水、电、气（汽）、废副处理

等公辅设施。 

2020 年10月

-2023 年 10

月 

655 6,000 

2 
重庆钛业蒸汽余热

余压利用发电项目 
2,628 

充分利用蒸汽余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企业用电费用支出，盘活闲置设备，

减少折旧损失。 

1.改造现有12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

2.新增10MW凝汽补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配套建设发电接入系统。3.新建发电主

厂房（长 32m，跨度 18.5m）和循环水

泵房，建筑面积 750m2。4.配套建设其

它附属设施。 

2020 年 4 月

-2021 年 3月 
191 1,219 

3 
重庆钛业渣场土地

购置 
7,000 解决重庆钛业渣场堆存的需要。 完成重庆钛业渣场土地征地。 

2020 年 5 月

-2022 年 10

月 

0 1,000 

4 其他续建项目 32,498 根据其他续建项目资金支付情况确定。 其他续建项目。   3,032 

二 拟新建工程 141,765    0 10,070 

1 
攀 枝 花 钒 厂

5000t/a 高纯氧化
17,866 

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延伸钒产业

链、丰富钒产品品种结构，争夺未来市场，

按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一期工程

充分依托攀枝花钒厂现有设施，填平补

2021 年 8 月

-2022 年 12
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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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生产线建设项目

一期工程 

打造国内高端钒产品生产基地，有必要建

设高纯氧化钒生产线。项目符合国家政策

及公司发展规划。 

齐现有装置，采用重溶结晶工艺建设

1000t/a高纯氧化钒产线，配套建设厂

房及必要的公辅设施。 

月 

2 

钛业公司 6 万吨级

高炉渣提钛氯化法

钛白产线 

100,000 

根据产业发展规划，为实现氯化法钛白发

展目标，拟在高炉渣提钛产业化示范项目-

低温氯化工程顺行及氧化炉大型化成熟应

用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高炉渣提钛氯化法

钛白产能规模，进一步拓展钛资源综合利

用新途径，实现攀钢高炉渣二次资源的规

模化、经济化综合利用。 

利用攀钢高炉渣生产的高温碳化渣为

原料，建设第一条 6 万吨级高炉渣提钛

氯化法钛白产线，主要包括原料、低温

氯化、精制、氧化、后处理等系统及其

配套公辅设施。 

2021 年10月

-2023 年 10

月 

0 100 

3 

攀枝花钒厂废水蒸

发浓缩系统 1#线

改造性大修 

3,616 

攀枝花钒厂现有废水蒸发浓缩系统设备故

障率高、堵塞频繁、运行成本高。随着沉

钒废水脱氨、钒铬污泥治理等项目的完工

投用，以及高纯氧化钒等规划项目的实施，

将新增废水量 600～800m3/d，蒸发浓缩系

统制约生产的矛盾会更加突出，亟需对现

有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2019 年 12 月先

期完成 2#线的改造，达到了预期效果。 

充分利用现有废水蒸发浓缩系统 1#线

钢结构框架，利旧部分设备设施，建设

一套四效逆流循环蒸发浓缩系统及配

套设施。 

2021 年10月

-2022 年 12

月 

0 1,500 

4 

攀枝花钒厂江 11#

排口复杂水体治理

产业化项目 

1,600 

在江 11 号排洪沟复杂水体治理技术研究试

验线建设项目运行稳定的基础上实施江

11#排口复杂水体治理产业化项目，是落实

攀枝花市环保督察要求的需要，可降低排

洪沟排水的环保风险。 

采用氨氮处理工艺，新增石英砂过滤

罐、精密过滤器、离子交换系统等主要

设备，实现废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2021 年 8 月

-2022 年 5月 
0 1,000 

5 

钛冶炼厂钛渣电炉

技术升级改造与煤

气回收利用项目 

15,670 
满足钛冶炼厂环保达标排放生产需求，提

高现有湿钛精矿干燥能力。 

1.对钛冶炼厂现有1号钛渣电炉进行全

密闭、连续加料改造；2.改造烟气净化

及煤气回收系统；3.改造现有空压站，

新增制氮装置及氮气供应管网系统；4.

新建2条湿钛精矿干燥线及其配套成品

2020 年11月

-2022 年 2月 
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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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5.升级改造煤气加压系统及煤气

管网；6.新增建（构）筑物及配套的公

辅设施；7.预留一条干燥线、预留一座

5 万立方煤气柜建设场地。 

6 

氯化钛白厂低温氯

化工程氯化尾渣综

合利用科研配套项

目 

1,294 

高炉渣提钛工艺与传统氯化法钛白工艺相

比，存在渣量大、处理难度大的问题，低

温氯化尾渣脱氯是高炉渣提钛产业化的最

后关键工序，是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也

是解决高炉渣提钛大规模应用限制问题的

重要手段。 

新建水洗、压滤及尾气处理工序，配套

必要公辅设施，年处理氯化尾渣

95.7kt。主要设备包括：2 套水冲槽、1

台真空带滤机、各类槽罐等。 

2021 年11月

-2022 年 11

月 

0 500 

7 其他拟新建项目 1,719 
根据其他拟新建项目前期论证进展情况确

定。 

单项投资额1,000万元以下的拟新建项

目。 
  1,170 

三 零固购置规模 1,289 根据生产需要确定 根据生产需要采购。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 

0 1,200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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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3）。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俊勇、申

长纯、陈勇、张景凡、杨秀亮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订情况及修订后的管理办法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及《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俊勇、申

长纯、陈勇、张景凡、杨秀亮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相关管理办法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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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钒钛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决定注销全资子公司上海攀钢

钒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钒钛贸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销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攀钢钒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BU39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汪朝云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登记机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管局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 

经营范围：金属制品及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五金交电的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从事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上海钒钛贸易总资产为人民币 24,342.87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4,120.72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8,581.7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55.20 万元。 

（二）本次注销的目的及影响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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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在

四川省成都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钒钛资源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钒钛贸易”），成都钒钛贸易已于 2018 年 11 月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鉴于成都钒钛贸易与上海钒钛贸易业务重合度较高，为减少经营

成本，公司决定注销上海钒钛贸易。注销上海钒钛贸易对公司整体业

务发展、产品销售和财务状况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整合钒钛产品应用研究中心业务及

人员的议案》。 

为减少公司非法人管理机构，提升管理效率，决定对钒钛产品应

用研究中心业务及人员进行整合，撤销钒钛产品应用研究中心及其内

设机构，将其业务和人员成建制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重庆

钒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钒钛科技”）进行管理。 

本次调整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结果形成不利影响，不会改变钒钛科技经营范围。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同意将杨槐先生、杜斯宏先生作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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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周四）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五、审议《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2020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七、审议《2021 年度投资计划（草案）》； 

八、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议案》； 

九、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关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1-16）。 

本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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