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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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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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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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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云钛业 股票代码 3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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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健 周金兰 

办公地址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 

传真 0766-8495209 0766-8495209 

电话 0766-8495208 0766-8495208 

电子信箱 dsh@gdtitanium.com dsh@gdtitaniu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具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现代精细化工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钛白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金红石型钛白粉、锐钛型钛白粉系列产品。公司配备硫酸生产线，其主要产品为硫酸、蒸汽和铁精矿。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钛白粉，其化学名称为二氧化钛，化学分子式为TiO2。钛白粉具有高折射率，理想的粒度分布，良好

的遮盖力和着色力，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白色颜料，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印刷油墨、橡胶、化纤、陶瓷、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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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医药、电子工业、微机电、汽车和环保工业等，是世界无机化工产品中销售值最大的三种商品之一，仅次于合成氨和

磷酸。由于钛白粉有众多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用途，因此钛白粉消费量的多寡，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被称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此外，公司配备的硫璜制酸生产线和子公司配备的硫铁矿制酸生产线，为公司的钛白粉生产提供硫酸、蒸汽等，多余的

硫酸外售。硫酸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素有“工业之母”的美称，可用于制造肥料、药物、炸药、颜料、洗涤剂、蓄电池等，

也广泛应用于净化石油、金属冶炼以及染料等工业中，常用作化学试剂，在有机合成中可用作脱水剂和磺化剂。 

报告期内，公司具备年产5万吨金红石型钛白粉、年产3万吨锐钛型钛白粉的生产能力和“8万吨/年塑料级金红石型钛白

粉后处理改扩建项目”一期工程的产能3万吨/年。 

 

（三）行业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钛白粉工业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但实际发展于1998年以后至今的20余年间。1998年，行业的综合产能只有

19万吨/年，当年的产量是14万吨。2021年，行业的产能近450万吨/年，产量实现379万吨。钛白粉主要应用于涂料、塑料、

造纸、印刷油墨、橡胶、化纤、陶瓷、化妆品、食品、医药、电子工业、微机电、汽车和环保工业等下游应用领域，因此钛

白粉的行业周期性与下游应用行业的趋势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作为精细化工的钛白粉行业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的景气程

度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钛白粉行业的周期性主要受宏观经济趋势、下游行业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四）公司的市场地位 

公司产量规模在行业中处于中上水平，产品质量领先，凭借着产品的良好性能，在部分中高端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的市场

份额。未来，随着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技改及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市场竞争地位将得到巩固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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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820,473,149.97 1,391,466,845.73 30.83% 991,299,33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5,373,593.84 1,140,766,841.27 14.43% 728,135,954.0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552,700,559.80 954,745,074.83 62.63% 1,002,159,42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976,609.86 89,129,940.82 121.00% 98,123,62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251,191.58 86,723,810.92 135.52% 90,341,93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026,363.96 64,563,871.52 169.54% 138,662,09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7 81.48%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27 81.48%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2% 10.44% 5.68%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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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241,454.53 405,225,334.79 426,621,390.76 401,612,37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90,142.64 63,807,924.65 64,125,534.06 24,453,00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587,151.04 66,600,944.28 62,741,172.59 30,321,92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349,848.31 -30,195,965.42 42,662,718.24 85,209,7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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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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7,05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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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镇光 境外法人 22.53% 90,115,000 90,115,000   

朝阳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1.03% 84,120,000    

美国万邦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9.79% 79,165,000 79,165,000   

杨芹芳 境内自然人 1.03% 4,117,000    

相秀虹 境内自然人 0.99% 3,944,195    

李霞 境内自然人 0.46% 1,822,006    

云浮市百家利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1,465,000    

林志远 境内自然人 0.30% 1,185,900    

肖强 境内自然人 0.19% 748,58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3% 516,8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钟镇光和股东美国万邦有限公司为关联方，钟镇光和汪锦秀夫妇合计直接持有美国

万邦 51.22%的股权，并实际控制美国万邦。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亲属关系或

其他关联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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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2021年3月12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1）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事宜 
2021年4月1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9） 

2021年5月7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24） 

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新

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0） 

2021年5月7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1、

2021-032、2021-033、2021-034） 

2021年5月25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41） 

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年6月8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46、

2021-047、2021-048、2021-049、2021-050、

2021-051、2021-052、2021-053） 

2021年6月2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55） 

全资子公司向公司划转资产事宜 2021年9月13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67）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上市流通 2021年9月15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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