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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2018-098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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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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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020,88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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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  股票代码 0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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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涛  郝军杰 

办公地址 河南省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河南省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电话 0391-3126666 0391-3126666 

电子信箱 zht@lomonbillions.com haojunjie@lomonbillion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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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9,888,693.52 4,960,343,462.43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0,505,321.26 1,309,932,521.25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294,532,885.94 1,279,292,681.3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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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5,361,430.25 756,358,219.16 -4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5 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4 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3% 10.2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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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6,204,175.30 20,846,353,820.17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75,632,218.99 12,886,662,146.51 4.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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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416,642,402 318,897,637 质押 334,849,8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3.95% 283,464,566 283,464,566 质押 248,265,900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2.22% 248,265,996 248,031,496 质押 248,265,900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9.24% 187,795,275 187,795,275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4.36% 88,582,677 88,582,677   

王涛 境内自然人 3.49% 70,866,141 70,866,141 质押 70,860,000 

河南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 61,000,072 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62% 53,149,606 53,149,606   

魏兆琪 境内自然人 2.09% 42,519,685 42,519,685   

汤阴县豫鑫木

糖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38,668,613 0  3,3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谭瑞清和公司董事长许刚于 2010 年 3 月 3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到期终止，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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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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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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上半年，全球经济困难与挑战重重，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与此同时，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引发区域性贸易经济担忧。整体来看，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较2017年有所弱化，我国面临许多外部环境不利因

素。虽然影响经济发展外部不利因素增多，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整体仍保持稳健，GDP同比增长6.8%。在供给侧改革和市

场自发调整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产能过剩问题得到一定遏制，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得到明显缓解，经济运行趋于良性循

环。就钛白粉行业而言，产品供求及市场价格相对平稳，受益于国家环保督查“回头看”影响，行业不良产能受限，总供需维

持匹配。出口方面，虽然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地区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曾引发各行业对出口贸易形势的担忧，但

上半年钛白粉出口依然保持着强劲势头。据有关统计数据，2018上半年，钛白粉总出口量达48.84万吨，同比增长23.2%。总

体上，我国钛白粉行业正处于硫酸法钛白向氯化法钛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产业发展的“量”得到有效控制，“质”在不断

提高，正逐渐由钛白粉大国向钛白粉强国迈进。 

报告期，公司结合内外部经营环境，围绕“全面深度融合、打赢环保攻坚战、钛产业链延伸、牢筑产销根基、技术创新

管理”五大重点工作进行合理布局并有效推进，确保了集团公司在“经营管理、社会责任、产业优化、稳产扩销、创新研发”

等各个方面取得进步，一方面为公司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2018上半年，

公司生产钛白粉31.07万吨，销售钛白粉30.06万吨；实现营业总收入53.29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62%；实现利润总额16.2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41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3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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