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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21-020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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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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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钛业 股票代码 0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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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月 史乙轲 

办公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纬东路 229

号 

南京市六合区南京化工园大纬东路 229

号 

传真 025-58366500 025-58366500 

电话 025-83799778 025-83799778 

电子信箱 nj000545@sina.cn nj000545@sin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与产品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钛白粉的生产与销售。 钛白粉的化学名称为二氧化钛，商用名称为钛白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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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佳的白

色颜料，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管型材、色母、造纸、化纤、油墨、薄膜、脱硝催化剂、钛酸锂电池等多

种领域，其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相关。 

2、行业发展现状与周期性特点 

我国钛白粉工业自1956年生产搪瓷和电焊条钛白粉起步，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历史。90年代初，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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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引进了年产1.5万吨钛白粉能力的三套硫酸法和一套氯化法生产装置，国内的钛白粉工业改变了仅

有硫酸法工艺的现状，以及仅能生产低档锐钛型钛白粉、小规模生产的落后面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

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汽车、房地产等行业蓬勃兴起，推动着钛白粉行业快速发展。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

展，目前我国钛白粉行业的规模与质量得到全面提高，硫酸法产品的应用领域也实现了全覆盖，品质及应

用性能不断改善，国内替代进口量及产品出口量逐年提升。 

2015年以来，在国家严厉的环保政策下，落后小产能生产企业加速出清，行业集中度趋势明显。据国

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钛白分中心和钛白粉联盟秘书处数据，2020年全国所有42家全流程型钛白粉生

产企业的年产能达到417万吨，各类钛白粉及相关产品综合产量为351.2万吨，比上年增加33万吨，增幅为

10.39%。在351.2万吨总产量中，金红石型钛白粉为285.6万吨，占比为81.31%；锐钛型钛白粉为53.8万吨，

占比为15.33%；2020年钛白粉出口约121.48万吨，比2019全年增加约21.13万吨，同比增长21.06%；2020

年钛白粉进口量约为17.24万吨，比2019全年进口增加约4784吨，同比增长2.85%。 

3、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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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钛白粉生产的上游为钛矿开采及选矿生产企业、硫酸生产企业，下游主要为涂料、塑料、橡胶、造纸、
印刷油墨、日用化工、电子工业、微机电和环保工业，其中在油漆/涂料领域应用最为广泛，占比达到58%～

60%，其市场需求变动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房地产市场景气度高度相关。 

5、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 
公司经营主要采用直供直销模式，通过整合销售、采购渠道，依托南京和徐州两大钛白粉生产基地，

合理调配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产能规模优势。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积极拓展高端涂料和塑料色母市场，国

内涂料及色母领域销售占比持续提升，优质客户销售比例持续增加；紧盯国际市场行情，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不断完善国际市场销售渠道和海外销售网络布局，通过产品差异化销售实现国际市场份额逐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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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34,093,431.13 1,884,877,536.19 -2.69% 1,854,621,52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223,300.41 25,010,953.37 -1,100.45% 102,044,94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978,134.12 -19,176,669.08 -1,266.13% 89,533,07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693,817.48 -2,103,663.46 8,546.87% -350,960,51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36 0.0253 -1,102.37% 0.1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36 0.0253 -1,102.37% 0.1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9% 1.21% -14.10% 5.0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2,887,706,112.04 3,091,203,866.29 -6.58% 3,126,616,93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6,924,389.64 2,076,516,781.61 -12.98% 2,053,156,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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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682,328.87 405,183,742.60 431,352,087.17 606,875,27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8,025.19 -11,135,208.83 -44,867,245.23 -196,738,87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814.14 -15,025,301.66 -49,486,148.42 -197,367,86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76,795.32 109,174,317.26 31,975,435.40 91,920,8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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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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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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7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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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26% 

338,101,4

48 
26,000,000 质押 269,460,148 

广州无线电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9% 
13,736,93

0 
   

镇江国有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 
13,268,80

0 
   

吉林恒金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 

13,000,00
0 

 质押 13,000,000 

李斌 
境内自然

人 
0.39% 3,803,530    

肖国文 
境内自然

人 
0.38% 3,716,600    

柳冰 
境内自然

人 
0.35% 3,415,600    

陈默 
境内自然

人 
0.25% 2,456,600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2,435,234    

陈红妹 
境内自然

人 
0.24% 2,39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8,101,448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

量 282,101,448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6,000,000 股；陈默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56,6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2,4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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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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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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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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央及省、市各级政府安全环保管理压力持续增强；新冠疫情下，叠加中

美贸易战持续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等多重因素影响，钛白粉生产原辅材料价格高企、二、三季度产品销售

价格下滑，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之压力和困难。公司领导班子紧紧围绕年度预算目标，团结和带领
全体员工戮力同心，攻坚克难，发挥优势，化解了多重风险。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

积极应对，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生产经

营持续稳定。 

2020年公司共完成钛白粉自产总量14.71万吨，完成钛白粉销售15.5万吨，共实现营业收入17.43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7.53%；实现利润总额-2.6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亿元。 

主要经营策略如下： 

（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快速反应，积极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打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全力维护公司干部职工的身体健康安全，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秩序。 

（二）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克服疫情影响，以产能有效发挥为核心，高效组织生产；深化全员培

训，提升员工操作技能，加强生产过程控制，不断提升生产组织能力；加强工艺基础管理，加大岗位自检、
中控检测和工艺质量抽检力度，优化工艺控制，持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质量提档升级；强化酸平衡联动

及废酸回用，控制并压降钛石膏产出量。 

（三）围绕年度HSE工作目标，公司积极构建HSE长效机制，强化体系建设，完善制度管理，落实风险

防控管控措施。通过深入开展规范化、标准化过程管控，进一步夯实HSE管理基础，适应国家及地方各级
政府“新常态”监督管理。强化属地管理，提升全员HSE责任和意识，压实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全面推广HSE

教育和培训，生产系统全员覆盖；持续落实HSE隐患排查治理，实现闭环管理；持续落实定额管控，进一

步压实承包商管理责任；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改善作业环境，严控污染物排放，降低环保管理成本。 
（四）狠抓设备基础管理，提高生产装置完好率；完善设备管理制度，以“设备完好性评估”为契机，

完善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检维修施工质量管理制度，加强检修质量过程管理，提升施工管理预见性，

提升应急控制能力；加强现场环境整改，持续提升现场管理水平。 
（五）围绕公司可持续发展开展技改技措工作，实施并完成了节碱节水、废酸浓缩、土壤隐患治理、

安全环保专项治理、后处理产品工艺优化等项目，实现钛石膏减量，进一步压降生产成本，稳定并提高产

品质量，提升安全环保现场管理水平。 
（六）研发工作取得多项科研成果，申报6项2020年新立项市级企业研发项目计划，其中三项列入“2020 

年南京市企业重点研发项目计划”，《高耐候水性外墙漆专用钛白粉的开发》项目列入“2020年度江苏省重

点技术创新项目导向计划”；持续开展生产工艺优化及三废治理技术研究，解决生产难题；持续开展产业

应用性能研究并指导生产线调整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满足客户需求；持续开展销售技术服务支持工作，
加强与客户技术沟通，建立客户技术档案，确定重点客户的发货标准，实现产品精准发货，及时解决产品

在销售、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拓展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七）销售公司紧跟市场节奏，内外贸联动反应，及时调整销售策略，确保了实现年度“产销平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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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调优客户结构，完善销售网络，促进效益最大化；深耕国际市场布局，不断完善国际市场销售渠道，

产品出口量连续六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产研销联动，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涂料、色母等高端市场占有

率。 

（八）物资采购工作以立足自身、向外挖潜为基调，以确保安全环保达标为基础，紧紧围绕生产需求，

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优化采购周期，调整采购频次，提高采购适应性，完成2020年全面预算工作要求，实

现了“安全环保、满足需求、紧贴市场、质优价廉”的采购目标。 

（九）持续加强标定争先，开展内部对标管理；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强内控管理，提高运营效率；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完善职等评聘及培训讲师队伍建设，稳定员工队伍，不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充分履

行党委、工会工作职能，发挥引领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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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石型钛白

粉  

1,388,702,070.

96 
88,545,982.64 6.38% -3.28% -62.84% -10.22% 

锐钛型钛白粉  340,440,811.50 9,953,623.54 2.92% -5.97% -73.28% -7.37% 

商业保理  50,351,193.92 48,199,405.50 95.73% 18.17% 20.00%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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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钛白粉销量与上年基本持平，因受新冠疫情及外部市场环境影响，产品销售价

格在第二、三季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第四季度产品销售价格有所提升，但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

上涨，导致全年营业收入、产品毛利率、净利润均有下降。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

参股公司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裕投资”）于2018年10月25日与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农化”）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拟收购中农化持有的沧州大化集团有限公司 50.98%

股权，并支付了全部价款的 30%即12.61亿元作为第一笔款项。由于双方无法按合同继续推进，该项目终

止。2020年8月31日，东裕投资就与中农化股权转让纠纷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件

已受理立案并于2021年4月7日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由于案情复杂，该案件可能还需二次证据交换及开庭

程序，因此该款项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考虑，东裕投资就该事项计提投资损失对公司效益影响

1.8055亿元。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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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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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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