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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22-13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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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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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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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502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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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纳达 股票代码 00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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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龙 杨静 

办公地址 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1288 号 铜陵市铜官大道南段 1288 号 

传真 0562-3861769 0562-3861769 

电话 0562-3867798 0562-3862867 

电子信箱 th_wxl@sina.com 1197042673@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钛白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钛白粉系列产品。公司控股子公司铜陵纳源从事磷酸铁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磷酸铁系列产品。 

 1、钛白粉  化学名称为二氧化钛（Tio2），具有优良的白度、着色力、遮盖力、耐候性，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白色颜料

和化工原料，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白色颜料，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橡胶、造纸、印刷油墨、日用化工。 

 2、磷酸铁 又名磷酸高铁、正磷酸铁，是铁盐溶液和磷酸钠作用的盐，其中的铁为正三价。主要用于磷酸铁锂电池材

料、催化剂及陶瓷等。 

（二）主要产品上下游产业链 

 钛白粉作为性能最好的白色颜料，公司产品为硫酸法钛白粉，上游为主要原材料的钛精矿、硫酸生产企业，下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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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涂料、塑料、橡胶、造纸、印刷油墨、日用化工等领域，终端产品应用于房地产、汽车工业、造纸等行业。 

磷酸铁作为磷酸铁锂的正极材料，上游为磷化工和废副综合利用的钛白粉行业，下游主要应用于磷酸铁锂新能源电池行

业，终端产品应用于汽车、船舶、储能等新能源行业。 

（三）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物资采购实行“比质比价”公开招标方式，生产模式是化工企业典型的连续大规模

生产方式，根据市场需求以销定产，产品销售针对不同的客户分为直接销售、区域经销和外贸出口三种方式。 

 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经营模式未发生产重大变化，钛白粉上下游产业链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但在加快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均加速向清洁能源方向转型，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受益于下游需求高增长及磷酸铁锂装机占比的持续提升，拥有上游资源优势的磷化工企业纷纷跨界新能源电池领域，在矿产

资源开采、深加工、新能源电池及相关材料研发生产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生产和销售新能源电池及新能源电池上下游材料，

建设新能源电池产业链或全产业链集群。 

（四）行业发展状况 

1、中国的硫酸法钛白粉工业和氯化法钛白粉工业分别起始于1955年和1998年，1998—2019年是中国钛白粉工业发展年

代，有效产能逐年快速提升，2002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钛白粉第一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并保持至今。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行业总产能由1998年的19.8万吨/年增加到2021年的437万吨/年，行业总产量也由1998

年的14万吨/年增加到2020年的351万吨/年。据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统计，2021年，全国能维持正常生

产的全流程型规模化钛白粉企业的综合产量为379万吨，同比增加28万吨，增幅为8%，创历史新高。中国硫酸法钛白粉生产

迈向中高端，产品的应用领域实现全覆盖，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达到10余家，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先进性得到国内、国外应用

领域的普遍认同，但是仍存在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同质化问题。国内氯化法钛白粉实现突破，发展速度加快，生产工艺取得

实质性进步，2021年，氯化法钛白粉产量达37.6万吨，占当年综合产量9.9%。相信未来3-5年，中国氯化法钛白粉国产化将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份额占比也会进一步提高。未来几年，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乡村振兴城乡区域不断发展优化、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环保标准提高和执行力度日趋严格及出口量的增加，钛白粉行业将有望进一步得到发展。根据化工行

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行业年度报告，长期看，钛白粉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市场新增产能较多，2022年预计新增投产

产能在50-70万吨，钛矿处于趋紧态势，预计钛白粉价格也将维持高位震荡。钛白粉行业的周期性取决于下游行业的运行周

期和国家宏观经济景气度。钛白粉行业的销售无明显的季节性，但受下游行业的影响，各季度的销售并不均衡。 

2、磷酸铁是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也可用作催化剂和制造陶瓷。世界各国都把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发展放到

国家战略层面，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带动下，动力电池过去13年迎来爆发式增长，2009-2020年，国内动力锂离子电池装机

量从0.03GWh增至63.3GWh，据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2021年动力锂电池装机量高达154.5GWh，同比增长143%。其

中三元电池全年装机量为74GWh，占比48%，同比增长91%；磷酸铁锂电池全年装机量为80GWh，占比52%，同比增长227%，

2021年7月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首次超过三元，占比达到51%，此后每月装机量占比保持在55%以上。2021年，动力锂电池

市场装机业务规模前10名所占的市场份额为92.2%，同比增加2%，业务规模前5名所占的市场份额为83.4%，同比增加2.3%；

业务规模前3名所占的市场份额为74.2%，同比增加3.6%，总体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五）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 

 1、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钛白粉作为最佳的白色颜料，可广泛用于涂料、塑料、橡胶、油墨、造纸、化纤、日化、医药等行业，涉及人们日常

生活的众多领域，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是第三大无机化学品。我国钛白粉应用领域一直以涂料、塑料和造纸

三大行业为主。 

目前，世界上钛白粉的工业生产方法包括硫酸法和氯化法两种，我国硫酸法产能占主导，氯化法技术仍被国外垄断，国

内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但是，经过多年的攻关和摸索，我国的氯化法生产工艺取得实质性突破，总量份额占比逐年提高，产

品品质逐渐得到市场认可，相信未来氯化法钛白粉国产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未来硫酸法钛白粉的发展，应以生产集约高效、废副资源化、低排放或零排放为目标，实现循环经济模式发展，节能减

排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技术和工艺将实现新突破。 

全球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是必然趋势，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未来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随着中国新能源

产业快速发展，未来市场对低成本、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的动力电池需求仍将大幅提升，新能源产业将向着规模效应、技

术领先和优势突出的企业转变。 

2、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工艺日臻成熟，应用领域实现全覆盖，结构不断优化，行业集中度逐年提高。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和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环保不断提标，监管日趋严格，钛白粉企业废副资源化、低排放或零排放、绿色环保将

成为发展方向，技术和市场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氯化法钛白粉在技术、工艺取得突破后，由点带面向纵深发展，率先掌握

氯化法生产技术、工艺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近年来，国内外动力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纷纷宣布扩产，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跨界”布局新能源电池产业，随着下游正

极企业一体化布局力度加大，在企业自配产能投入，外采需求减少时，新能源电池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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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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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77,477,281.98 1,018,817,012.68 35.20% 904,811,32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8,998,437.84 757,636,391.29 21.30% 703,277,009.7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46,965,067.89 1,121,707,146.67 82.49% 1,037,732,14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282,250.84 65,110,381.53 184.57% 32,384,10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080,984.06 56,942,948.98 226.78% 27,158,24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47,349.59 32,712,662.14 183.83% 125,855,06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17 0.3028 184.58% 0.1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17 0.3028 184.58% 0.1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6% 8.95% 13.21%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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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406,697,925.98 503,519,981.55 542,672,655.87 594,074,50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46,895.39 55,514,577.15 42,854,460.34 56,366,31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69,025.09 56,125,876.41 42,589,849.41 57,096,23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90,066.19 38,956,549.90 854,268.40 79,026,5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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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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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铜陵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64,505,784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99% 4,27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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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沃土基金

－北京合纵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科沃土

合纵优选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58% 3,405,000    

铜陵天源股权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6% 2,926,900    

银川经济技术

开发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2,659,765  冻结 561,399 

信达澳银基金

－北京诚通金

控投资有限公

司－信达澳银

诚通金控 4 号

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9% 1,258,749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达澳

银领先智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8% 1,242,846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星奕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7% 1,221,426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匠

心臻选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1,006,624    

信达澳银基金

－江苏银行－

信达澳银科技

优选 2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6% 97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92%的股权，铜陵天源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铜陵

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7.26%的股权，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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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程 

                                                                                 二0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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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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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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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