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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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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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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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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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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电话 0391-3126666

电子信箱 zht@lomonbillion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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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7,852,538.57 6,325,493,091.87 5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34,966,981.89 1,292,900,349.50 8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401,527,360.41 1,282,201,883.04 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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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5,260,012.38 1,081,017,829.21 4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0.6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 0.64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1% 8.82%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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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18,780,969.96 34,771,428,954.42 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04,947,227.08 14,194,594,418.64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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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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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7.87% 624,231,769 520,071,168 质押 332,292,000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9.60% 215,075,805 174,874,579 质押 69,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21% 161,579,556

李玲 境内自然人 5.68% 127,116,080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3.01% 67,418,965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6% 59,500,072 质押 2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科

技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59% 57,938,0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双

擎升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85% 41,381,11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小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65% 37,058,4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创

新升级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1% 36,055,5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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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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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因参与转融通业务部分导致股份增加 1,7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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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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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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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宏观经济与行业运行情况

2021年以来，得益于包括中国、美国、欧元区在内的一些主要经济体迅速推出并广泛接种COVID-19疫

苗，疫情防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改善。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支持，加上经

济对疫情适应能力增强等因素，为全球持续复苏前景提供了支撑。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启之年。2021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

变的国内外环境，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精准实施宏观政策，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继续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

能快速成长，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市场主体预期向好，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

固、稳中向好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12.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6.9%，比2019年同期增长45.5%。

2021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钛白粉需求增加及原材料价格上涨，钛白粉市场产销两旺，钛白粉价格

呈阶梯状上涨，钛白粉价格处于近几年高位。

2、公司总体经营管理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3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5.53%；实现利润总额28.56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82.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4.35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88.33%。

本报告期，公司把握有利市场时机，扩大生产和销售，提高钛白粉产能利用率，特别是氯化法产能有

效释放，虽然原辅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但是公司垂直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充分显现，促使公司净

利润同比增长明显。同时，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在采购、销售、财务等方面集团化统一管理，有效提升了

运营管理效率，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打造纵向一体化和横向耦合化的

独特核心技术优势，持续推动生产对标管理，降本增效，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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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握市场有利时机 扩大生产和销售

全球经济复苏钛白粉需求增加及原材料价格上涨，钛白粉市场产销两旺，面对有利时机，公司在以生

产为首，围绕钛白粉产销“双九十”的目标，把握行情，做好销售工作，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钛白粉产销情况：2021年上半年公司生产钛白粉43.41万吨，同比增长7.10%，其中生产硫酸法钛白粉

31.57万吨，同比增长1.77%，氯化法钛白粉11.84万吨，同比增长24.50%；共销售钛白粉43.77万吨，同比

增长23.14%，销售硫酸法钛白粉30.95万吨，同比增长2.65%，销售氯化法钛白粉12.82万吨，同比增长

137.64%。

海绵钛产销情况：2021年上半年生产海绵钛5,051吨，同比增长20.09%，销售海绵钛5,985吨，同比增

长79.10%。

其他产品情况：生产铁精矿198.76万吨，同比增长4.20%，销售铁精矿198.08万吨，同比增长3.67%；

生产钛精矿47.81万吨，同比增长9.32%，全部内部使用，有效保障了公司原料供应。

（2）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 擘画战略蓝图

“十四五”是公司迈进新时代、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的关键五年，为进一步把握战略方向、明确

战略任务、擘画战略蓝图，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龙蟒佰利联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并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进入“十四五”新时期，集团围绕钛白粉、金属钛、矿产品、新能源等产业规划了超500亿的营业目

标，希望集团能够继续依靠科技的力量走好“十四五”发展之路，达到规划目标，实现每个人的“龙佰梦”。

公司将依托现有的核心资源和优势，打造硫酸法钛白粉、氯化法钛白粉、海绵钛及高端钛合金的低成

本联产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大循环产业链，着力打造一条囊括钛矿采选加工－富钛料—硫酸法钛白粉-

氯化法钛白粉－海绵钛－钛金属－钛材加工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同时在资源循环和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

通过技术和产业化手段积极拓展“钒、锆、铁、钪、钴”等钛衍生品领域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等新兴

产业，同时不断加强各业务板块的耦合与协同。公司将坚持“项目建设”与“并购重组”两条腿走路，根

据市场和产业发展形势变化，围绕打造“绿色高质量钛产业链”，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和项目建设，进行资

源统筹和发展布局，构建绿色大循环产业体系。

（3）布局新能源产业 扩展业务新边疆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推广，锂电池应用市场快速增长，为抓住市场机会，同时提高公司七水硫酸亚铁等

副产品的增加值，公司通过新建项目、合作、收购等方式进入新能源电池领域，研发生产磷酸铁、磷酸铁

锂、石墨负极等电池材料，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河南中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利用中炭新材料在人才和技术方面的

优势进入石墨负极行业，正式进入新能源领域；公司筹划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南漳

县成立合资公司建设年产10万吨磷酸铁项目，于2021年7月25日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筹划了三个新能源

项目年产20万吨电池材料级磷酸铁项目、年产20万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

用人造石墨负极材料项目，已于2021年8月12日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通过后将全面实施。

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引进高端人才等方式，积累了磷酸铁、磷酸铁锂及石墨负极先进的规模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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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同时公司现有的原材料供应体系能够有力支撑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公司副产品硫酸亚铁和氢气、

烧碱、硫酸、双氧水、蒸汽等可直接用于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公司秉持“大化工”

和“低成本”发展思路，利用公司“大化工”生产的管理、研发、技术及供应链优势，积极进入新能源材

料供应链体系。

（4）持续性的研发投入 推动公司技术创新

“创新，让龙佰集团每一天都是新的”，持续性的研发发投入，2021年上半年研发费用4.14亿元，同比

增长43%，占营业收入的比例4.2%，推动公司技术创新，为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2021上半年，公司先后设立实施了179个科研项目，完成94个。通过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公司在

锂电正负极材料研发、氯化法新产品开发、钪钒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进行科研攻关，其中锂电正负极材料

研发：公司积累了磷酸铁、磷酸铁锂及石墨负极先进的规模化生产技术；氯化法新产品开发：为丰富公司

氯化法钛白粉产品系列，提高氯化法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有5个新的氯化法新产品正在研发中，其中部

分产品在试车或客户评价中。

（5）积极适应“双碳”经济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为积极响应国家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进一步加强公司“碳达峰碳

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的管理工作，加快落实节能减排、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碳中和的工作，从而实

现公司“双碳”目标，公司成立“双碳”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公司“双碳”全面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及“双

碳”重大项目引进的决策。

公司积极适应“双碳”经济，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公司将加强政策、方法和技术学习，结合公司

现有生产工艺及生产线能源消耗情况，制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双碳”减排路线和减排目标，可量化、

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工作管理制度及绩效考核办法；加大科技创新，加快引进或自主研发节能减排生产技

术、工艺或设备等，加快推广减污降碳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

（6）建设高质量人才梯队 提升员工“归属感”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内部人才梯队，

优化人才结构；完善多元绩效管理体系，将考核与员工发展有机结合；优化薪酬与福利体系，促进员工体

面就业；注重引进高端人才，助力新业务板块发展；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员工素质，拓宽员工能力。多措

并举，实现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育得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报告期内，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本员工的积极

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实施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485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13,906.00万股，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于2021年7月2日上市。

（7）回报股东 共享红利

公司秉承“创领钛美生活 做受尊敬企业”的使命，本着“义利共生”的发展观，2021 年一如既往地

坚持稳定、持续、科学的分红理念，于 2021 年 5 月实施了 2021 年一季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派发人民币现金 20.16 亿元，上市以来累计分红 104.52 亿元，以良好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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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股东。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刚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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