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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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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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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2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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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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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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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62-3867798 0562-3862867 

电子信箱 th_wxl@sina.com 596971030@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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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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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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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及陶瓷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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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钛白粉市场需求基本平稳，价格整体弱势下行，公司努力拓宽营销渠道，加强国内、国际市场开拓，努力增收增效；
依靠自身技术优势，加大各项消耗管理力度，提升产品品质；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增强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使

命，高标准提升环保治理，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控股子公司铜陵纳源生产的磷酸铁产品市场需求状况有所好转，

营业收入和业绩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自钛白粉和磷酸铁的销售，其中：金红石型钛白粉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88.67%，

锐钛型钛白粉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3.65%，磷酸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7.68%。 

4、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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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392万吨/

年，行业总产量也由1998年的14万吨/年增加到2018年的295.43万吨/年。据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统计，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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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万吨，同比增加22.72万吨，增幅为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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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到下游领域的普遍认同，但是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同质化，产品已出现了结构性过剩。氯化法钛白粉实现突破并向纵深
发展，生产工艺取得实质性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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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环保政策的日趋严格、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和行业整合力度的加大，钛白粉
下游行业的刚性需求将带动钛白粉行业平稳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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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酸铁是制造磷酸铁锂电池材料，也可用作催化剂和制造陶瓷。磷酸铁锂产业符合新能源产业政策导向，国家产业政策对行

业的发展至关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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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是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动力电池之一。

随着补贴进一步退坡和外资企业的进入，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仍将激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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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性好的动力电池需求将大幅提升，新能源产业将向着规模效应、技术进步和优势企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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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37,732,146.09 1,035,724,293.30 0.19% 1,142,675,13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84,106.77 46,099,005.09 -29.75% 163,769,19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58,247.00 47,219,721.11 -42.49% 158,351,27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855,063.13 34,589,108.96 263.86% 211,371,48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6 0.2144 -29.76% 0.76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6 0.2144 -29.76% 0.7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5% 6.80% -2.15% 27.9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04,811,327.94 914,094,522.39 -1.02% 990,219,90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3,277,009.76 691,876,005.55 1.65% 667,279,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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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263,729.23 229,738,939.82 281,062,421.02 248,667,0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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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4,825.56 17,872,914.54 13,847,323.63 -7,080,95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70,065.51 17,809,773.63 13,266,080.07 -10,787,672.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0,625.37 25,768,994.97 49,125,292.30 51,971,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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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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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天源股权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61% 9,916,200    

钱翠屏 境内自然人 4.20% 9,030,698    

银川经济技术

开发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 3,751,765    

#夏修晗 境内自然人 1.31% 2,815,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0% 2,798,900    

#黄荣 境内自然人 0.79% 1,700,700    

#王玉年 境内自然人 0.73% 1,560,700    

深圳市向阳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向阳 1 号

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5% 966,463    

#黄建民 境内自然人 0.42% 89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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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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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修晗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15,000 股，黄荣通过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12,500 股，王玉年通过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0,700 股，黄建民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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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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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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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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全球经济及贸易增速下滑，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红利显现。

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报告期钛白粉市场需求基本稳定，行业平均开工率提高，价格整体弱势下行，全行业全年总

产量为318万吨，较上年度增加22.72万吨，增长7.69%。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环保新标准因素制约造成的压力，公司

管理层围绕年度目标任务，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拓宽营销渠道，切实防范资金风险，对标环保新标准，提升公司绿色发展水
平，积极推进机制转换，增强公司发展活力，持续开展“对标”管理，推进管理精细化，强化技术创新，提升公司发展支撑力，

生产经营基本保持平稳。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3,773.21万元，同比增长0.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8.41万元，同比下降29.75%。 

1、积极拓宽营销渠道，切实防范资金风险。报告期，公司针对钛白粉市场需求平稳和价格频繁波动状况，紧跟市场节奏，

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巩固拓展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积极开发国际市场，不断完善营销业绩评价和考核方案，重点强化销量、

资金回笼考核，确保货款足额及时回笼。报告期公司资金回笼率为101.48%，有效防范了资金风险。 

2、对标环保新标准，提升公司绿色发展水平。按照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要求，对标水、

气、尘、噪和固废处置新标准，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将环境治理和生产车间无组织排放治理统一管理，进一步提高环保设施

的运行效率，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公司环境治理水平和清洁文明生产得到全面提升。 

3、积极推进机制转换，增强公司发展活力。报告期，控股股东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性质由国有控股企业转变为民营

企业，按照机构精减、决策高效的原则，对公司董事会组成人员进行了精减，积极推进用工、薪酬市场化，提高决策效能，
优化管理层次，提高管理绩效，逐步完善以经营业绩为中心、以运行效率为重点的市场化考核体系，调动管理者和员工的积

极性，增强公司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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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开展“对标”管理，推进管理精细化。通过持续开展“对标”管理，将公司的各项指标与行业内的“标杆”企业进行对比

分析，找出差距，制定相应措施及时整改；强化内部协调和过程管控，提高设备完好率和运行效率，严格工艺指令和操作规

程，努力降低物耗能耗；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做到以质促销、以质增效，实现公司优质、低耗、高效、绿色发展，全面提

升公司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5、强化技术创新，提升公司发展支撑力。利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安徽省高性能钛白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优势，

围绕传统产业升级、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实现提升产能、改进产品质量和改善环境的目的；
加大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积极运用互联网、云平台技术，推进装置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完

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环境，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公司有1项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

型专利获得授权，并申报了1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 

6、报告期，随着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大幅退坡，整车企业为应对补贴退坡带来的成本压力，开始在部分车型换装成本低、

安全性能高、使用寿命长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市场出现了转机。公司控股子公司铜陵纳源抓住磷酸铁锂市场变化带来的
机遇，不断提升产品技术等级和质量标准，积极开拓市场，提高装置开车率，生产量和销售量同比分别增长93.71%和137.19%，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68.45%和156.6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钛白粉 951,710,996.73 826,740,674.35 13.13% -3.20% -0.73% -2.16% 

磷酸铁 79,201,231.39 65,564,060.64 17.22% 68.45% 67.42% 0.5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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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

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

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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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

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 85,892,968.12  -  74,592,968.12  

应收账款 - 67,575,329.46  - 46,626,578.2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3,468,297.58 -  121,219,546.39  

应付票据 - 3,000,000.00 -  

应付账款 - 117,230,566.61 - 99,198,376.6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0,230,566.61  99,198,376.66  

③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
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④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本准则。 

⑤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
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合并报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 85,892,968.12 -41,843,544.60 - 44,049,423.52 

应收账款 67,575,329.46 610,467.58 - 68,185,797.04 

应收款项融资 — 41,843,544.60 - 41,843,544.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16,229.54 - -91,570.14 7,924,659.40 

盈余公积     26,306,263.20 - 51,889.74 26,358,152.94 

未分配利润     100,289,527.34 - 467,007.70 100,756,535.04 

母公司报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 74,592,968.12 -35,843,544.60 - 38,749,423.52 

应收账款 46,626,578.27 610,467.58 - 47,237,045.85 

应收款项融资 — 35,843,544.60 - 35,843,544.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49,055.63  -91,570.14 3,657,485.49 

盈余公积 26,306,263.20  51,889.74 26,358,152.94 

未分配利润 88,282,343.53  467,007.70 88,749,351.23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分别经本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8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详细情况见2019年3月26日、8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公告编号2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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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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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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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19.50% 至 222.80%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700 至 2,500 

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74.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第一季度钛白粉市场需求平稳，与上年同期相比，产品价格有所下滑，

主要原材料硫酸价格大幅下降，毛利率上升，经营业绩有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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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陈书勤 

                                                                                 二0二0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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