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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申庆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良坡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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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645,089,821.82 3,689,756,846.06 2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3,717,776.91 901,257,471.39 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7,360,434.28 862,642,824.87 2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1,539,588.07 647,750,631.91 36.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4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4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6.28%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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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2,741,809.20 34,771,428,954.42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39,676,113.84 14,194,594,418.64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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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1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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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6,895.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3,037.83  

债务重组损益 120,589.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736.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26,946.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5,6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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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6,357,34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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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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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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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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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7.87% 624,231,769 520,071,168 质押 332,292,000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0.41% 233,166,105 174,874,579 质押 95,000,0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6.33% 141,764,78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9% 96,166,704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3.01% 67,418,965    

河南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 53,000,072  质押 2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科技先

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2% 45,302,897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双擎升

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1% 33,883,755    

陈开琼 境内自然人 1.41% 31,56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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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27% 28,46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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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玲 141,764,780 人民币普通股 141,764,780 

许刚 104,160,601 人民币普通股 104,160,60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6,166,704 人民币普通股 96,166,704 

范先国 67,418,965 人民币普通股 67,418,965 

谭瑞清 58,291,526 人民币普通股 58,291,526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53,000,072 人民币普通股 53,000,0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302,897 人民币普通股 45,302,89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883,755 人民币普通股 33,883,755 

陈开琼 31,568,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68,300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8,468,717 人民币普通股 28,468,7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谭瑞清为一致

行动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广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因参与转融通业务股份减少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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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944,602,683.99 5,127,451,501.02 35.44% 主要系期末银行存款余额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6,138,751.96   主要系期末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820,406,643.32 440,624,177.60 86.19% 主要系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1,108,338.59 31,585,769.03 125.13% 主要系支付保证金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4,780,033.24 1,807,922.72 164.39% 
主要系建筑类子公司确认收入部分大于

结算部分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80,916,707.45 55,409,155.55 226.51% 主要系新增合并新能源材料数据所致。 

使用权资产 37,395,808.11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2,018,061.54 225,792,320.70 -45.96% 主要系年终奖本期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606,621,376.27 411,265,027.98 47.50% 
主要系子公司东方锆业新增限制性股票

回购义务所致。 

租赁负债 37,395,808.11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5,991.63 855,174.03 -89.94% 
主要系本期公司类金融子公司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965,678,206.51 2,115,534,953.70 40.19% 

主要系本期钛白粉产品销量增加、新增

合并云南国钛、湖南东钪、东方锆业数

据所致。 

利息支出  388,888.88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类金融子公司利息支出

减少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6,285.60 3,321.48 89.24% 
主要系本期公司类金融子公司手续费及

佣金支出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51,615,572.99 32,127,908.59 60.66%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8,494,760.92 171,224,155.56 -83.36% 
主要系本期产品运输费用调入营业成本

所致。 

管理费用 192,504,068.64 136,906,263.81 40.61% 
主要系新增合并云南国钛、湖南东钪、

东方锆业数据所致。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35,944,121.87 20,414,698.99 76.07%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24,502,337.05 58,582,231.57 -58.17%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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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子公司新立钛业债务重组利得所

致。 

投资收益-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209,780.45 -6,950,895.46 117.40% 

主要系本期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0,459,329.65 -14,816,453.73 238.09% 

主要系本期应收减少，坏账计提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4,645.7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55,722.94 -5,088,870.62 93.01%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63,048,146.70 2,990,873,146.06 55.91%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81,508,558.63 2,343,122,514.15 61.39%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984,622.44 150,464,856.99 -60.80%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累计到期现金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1,216,708.87 1,071,498,211.20 -66.29%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金额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55,166,947.75 2,338,836,963.77 111.86% 主要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87,354,439.34 1,885,333,077.58 106.19% 
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050,220.64 5,945,639.32 -82.34%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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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进展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3日、2020 年 5 月 28 日、2020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调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以 11.02元/股的价

格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数量为 205,517,24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26,480.00万元。 

2020 年 12 月 17日，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完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11.02 元/股调整为 10.91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由 205,517,241 股调整为 207,589,36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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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23 号）。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18日、2021 年 2 月 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作出安排。 

2021 年 3 月 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207,589,367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6 月 11日、2020 年 11 月 10

日、2020 年 12 月 8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12 月 22日、2021 年 2 月 19日、2021 年 2 月 23 日、

2021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

股票。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200.0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告时股本

总额 2,239,610,256 股的 6.79%。其中首次授予 14,200.0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239,610,256股的 6.34%；预留 1,000.0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239,610,256股的

0.45%，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6.58%。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龙蟒佰利 A股普通股。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03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事项。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28 日、2020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2020 年 4 月 24 日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等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5 月 29 日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2020 年 6 月 11 日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2020 年 11 月 10 日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2020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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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修订稿，2020 年 12 月

15日证监会取得证监会核准

批文，2021 年 3 月 3 日非公

开发行新增股份207,589,367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修订稿）》等公告，披

露媒体同上。 

2020 年 12 月 8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

过的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2020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披露媒体同上。 

2021 年 2 月 19 日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

告》《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等

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2021 年 2 月 23 日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所需资金的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2021 年 3 月 2 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披露媒体同

上。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 年 3 月 10 日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摘要》《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等公告，披露媒体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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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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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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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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423 号）文核准及 2020 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7,589,367

股，发行价格为 10.91 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2,264,799,993.97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23,346,782.43 元

（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241,453,211.54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20 万吨氯化法

钛白粉生产线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1、截至本报告日，“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投入完毕。 

2、“年产 2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禄丰新立钛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禄丰新立”），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禄丰新立提供 150,000万元人民币借款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截至本报告期末，“年产 2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建设项目”尚未实施完毕，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6,753.02

万元，公司使用该募投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3,246.98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余额 30,027.05万元。本报告期内，禄丰新立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使用现有

的工程物资建设募投项目金额合计 2,448.67 万元，目前按照规定正履行募集资金支付手续。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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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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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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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1

月 12 日 

公司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 张志扬、张 勋、

储乐延、 刘 帅、张婷婷；

兴证期货 冯叶松；财通证

券 朱乾栋；博远基金 潘俊

伊； 申万宏源 李楠竹； 中

欧基金 王 习；信达澳银基

金 张明烨；鑫巢资本 柳文

渊；南方基金 都逸敏；善

渊投资 章燕喃。 

一、公司怎样缩小公司与国外氯

化法钛白粉在价格和品质上的

差距；二、公司近期钛白粉订单

情况和库存情况如何；三、公司

如何实现新增产能的销售；四、

公司如何保障钛白粉生产的原

料供应；五、最近海运费大幅上

涨和集装箱供应紧张是否影响

公司出口产品；六、公司海绵钛

产能分布情况和投产情况；七、

公司对于东方锆业是怎样规划

的；八、公司是否有向新领域拓

展的意向；九、公司钛白粉产品

的成本优势是什么。 

详见巨潮资讯

网：《002601 龙

蟒佰利调研活动

信息 20210113》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刚           

2021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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