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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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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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673,32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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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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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钛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韩雨辰

办公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金茂中二街 01 号南
沙金茂湾（T7 栋及地下室）1001 房

传真

020-88520623

电话

020-88526532

电子信箱

hanyuchen@sinotio2.com

002145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金红石型钛白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最早从国外引进全套金红石型钛白粉生产技术的企业。自2007
年上市以来，公司通过兼并重组、产能扩张、设备技改等方式不断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目前，公司已形成近40万吨的金红石
型钛白粉年生产能力，产能位列国内第二位、全球第六位。
钛白粉化学名称为二氧化钛，化学分子式为TiO2，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白色颜料，约占全部白色颜料使用量的80%。
钛白粉稳定的物化性质、优良的光学性能决定了其优越的颜料性能，包括极佳的遮盖力、着色力、白度和耐候性，使其作为
一种重要的无机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油墨、化纤、橡胶等领域，终端产品应用于房地产、汽车工业、
装饰纸等高速发展的行业。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钛白粉的消费已经拓展到新能源、高端装备、环保、医用等领域，应
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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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白粉按用途分为颜料级和非颜料级。颜料级钛白粉性能最好，用途最广，非颜料级钛白粉主要用于电焊条、搪瓷和冶
金工业等。在颜料级钛白粉中按晶体形态可分为锐钛型（A型）和金红石型（R型）两种，其中金红石型钛白粉具有更好的遮
盖力和耐候性，其光化学稳定性和光泽均好于锐钛型钛白粉，是白色颜料中最好的品种，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公司主营产
品均为金红石型钛白粉，其销售收入占公司2021年总销售收入的98%以上。
2、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根据自身实力、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变化，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延续“以产定销，成本控制是核心，产品质量要保证“的经营思路，依托金星钛白、和诚钛业和东
方钛业三大钛白粉生产基地，合理调配资源，整合采购渠道，扩大出口销售，加大研发力度，发挥品牌优势，提高市场竞争
力，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金红石型钛白粉成品产量32.42万吨，同比有少量增长；钛白粉成品销售32.37万吨，同比有少量增
长。公司认真落实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依托原材料优势，加强成本管控，主营产品综合成本不断降低。受益于行业景气度高，
主营产品需求旺盛，公司盈利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3.74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4.6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7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56.03%。
4、主营业务开展情况
供应端：公司依托深耕行业多年积累的生产技术，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方式锁定了低价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同
时，公司将通过扩产放大规模效应，降低主营产品生产成本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及综合竞争力。
销售端：公司主要围绕开拓海外客户及根据下游需求配合研发部门推出定制化产品两方面开展工作。随着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由东盟发起，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的协定），是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及三分之一的贸易量，成为最有活力的自由贸易区，
同时，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基建也将进一步拉动国内钛白粉的出口需求。目前，金红石型钛白粉的主要下游行业对产
品的要求趋于非标准化，因此，定制化产品是与大型下游客户形成长期稳定合作的重要基础。
安全、环保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平稳有序进行，始终将安全工作切实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基础，细化责任，强化现场监督检查，
深化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完善行业安全管理体系，以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式推进安全生产。截至目前，
公司废水、废气治理排放达标率100%，固废（危险废物）全部实现合规处置，重要环境投诉案件为“零”
，全年较大环保事
故为“零”
。
品质管理方面：品质是企业的生命。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公司不断强化品质管理，优化产品、服务，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以此占领市场高地。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行绩效管理体系，强化质量指标考核，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
对产品的过程质量管理紧抓不懈。通过了每年客户审核、第三方认证机构监督审核以及自身的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质量监
督活动，对质量管理体系的充分性、有效性进行评价，对及时发现问题或潜在问题实施相应的纠正、预防措施。进一步提升
质量管理标准，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报告期内公司钛白粉产品质量水平较去年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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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8,604,285.46

8,174,797,449.94

36.87%

5,736,378,742.4
0

6,959,404,059.71

5,826,830,535.42

19.44%

3,279,389,772.8
4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5,374,133,599.51

3,715,579,733.60

44.64%

3,376,980,217.3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6,661,880.07

475,201,822.10

156.03%

430,939,89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9,654,490.78

436,993,827.55

169.95%

401,898,003.32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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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7,466,043.00

718,012,713.39

109.95%

560,242,35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24

0.2726

117.31%

0.27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24

0.2726

117.31%

0.27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5%

11.73%

7.32%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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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850,264.21

1,373,865,987.43

1,375,181,315.13

1,389,236,03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248,523.71

369,464,794.96

345,012,816.59

214,935,7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199,094.02

361,018,713.80

335,275,300.41

208,161,38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595,366.57

648,364,629.46

164,819,443.02

606,686,603.95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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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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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龙

境内自
然人

中核华原钛
白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
期员工持股
计划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43.48%

892,927,745

其他

3.80%

77,970,000

中核华原钛
白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
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96%

40,174,156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均衡
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9%

38,743,302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其他

1.79%

36,836,060

3

462,427,745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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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富国
成长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低碳新经济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4%

29,578,173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16%

23,742,570

何晓红

境内自
然人

1.12%

22,905,673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
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0.69%

14,261,034

李刚

境外自
然人

0.68%

13,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李刚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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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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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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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拟向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9,100.00万元（含本数）
，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水溶性磷酸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年产50万吨磷
酸铁项目的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于2021年4月12日取得由白银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白银市生态
环境局关于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白银市环审{2021}28号】
；水溶性磷酸
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于2021年9月3日取得由白银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白银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
司水溶性磷酸一铵（水溶肥）资源循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白银市环审{2021}53号】
；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于
2021年9月25日取得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关于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
【甘环审发{2021}39号】
。
2、竞拍取得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的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资产处置竞拍，最终以
12,212万元（不含税）竞得上述资产。根据资产转让公告，受让方竞拍成功须同时受让附带资产包，附带资产包的交易价格
未包含在挂牌价格中，竞拍成功后，默认成交附带资产包，附带资产包标的价格约为1,565万元（暂按数、不含税）
。最终成
交总价约为13,777万元（暂按数、不含税、不含交易服务费）
。本次竞买的资产位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
是公司资源业务板块的重要抓手，将为公司在攀枝花地区整合钒钛磁铁矿资源提供有力支持。公司高度重视在攀枝花市的发
展机遇，希望依托攀枝花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在攀枝花投资打造钒钛产业集群，推动攀枝花钒钛产业转型升级并实
现高质量发展。公司将依托本次竞买的资产构建攀枝花地区战略资源铁路大支线，进一步降低资源采购物流成本、提高物流
运输能力、保障公司主营业务核心原材料钛精矿的稳定供应、优化攀枝花地区物流环境并缓解当地交通安全隐患等问题。
3、增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及签署《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与李世文、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泰钾肥”
）
（签署了
《关于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锦泰钾肥增资2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889万元人民币为锦泰钾
肥新增的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锦泰钾肥的资本公积。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锦泰钾肥4.39%的股权。本次对锦泰钾
肥进行增资，将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碳酸锂产品供应，有助于公司与锦泰钾肥实现资源、效益共享，促进公司长远良好发展，
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报告期内，公司与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李世文及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购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各方出于各自发展战略需要，有意推进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共享各自拥有的产业优势，以实现合作共赢。本次与锦泰钾肥的
合作，有助于保障公司产业的核心原材料供应及公司业务长期的稳定发展。同时，未来公司作为股东方将积极协作锦泰钾肥
在钾肥、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和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提高市场竞争力，共同进行市场开拓。
4、增资深圳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及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荆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动力创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南昌峰火商贸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荆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动力创新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南昌峰火商贸中心（有限合伙）之增资协议》
（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
。根据《增资协议》
约定，参考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涉及的深圳市本征方程石墨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估值报告》
（银信咨报字（2021）沪第798号）
，按照投前估值37,100万元确定标的公司估值，每股价格为7.42元，
中核钛白拟以自有资金向本征方程增资7,500万元人民币，认购获得标的公司10,107,817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本
征方程15%的股权。次交易将有助于完善公司在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公司“硫-磷-铁-钛-锂”耦合循环产业项目
具有较强的协同作用，符合公司构建绿色循环经济的总体规划，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树人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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