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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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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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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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0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涛

王海波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电话

0391-3126666

0391-3126666

电子信箱

zht@lomonbillions.com

wanghai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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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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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2,400,019,233.78

9,837,852,538.57

2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6,206,063.33

2,434,966,981.89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224,487,401.11

2,401,527,360.41

-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9,668,528.78

1,525,260,012.38

1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1.12

-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

1.12

-9.82%

11.97%

14.71%

-2.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51,714,172,713.98

45,331,176,466.09

1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068,999,601.34

18,917,780,631.28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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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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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

624,231,769

514,250,687

质押

309,400,000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8.29%

197,384,705

148,038,529

质押

80,8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91%

164,476,052

李玲

境内自然人

4.99%

118,928,380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2.83%

67,418,965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6%

61,000,072

质押

24,900,000

其他

2.19%

52,225,216

其他

1.49%

35,414,099

其他

1.41%

33,649,217

河南银泰投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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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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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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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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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琼

境内自然人

1.33%

31,56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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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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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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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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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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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创新高 产业链优势和核心技术优势凸显
本报告期，钛白粉、海绵钛产销创新高，毛利率保持在高位。公司把握有利市场时机，扩大钛白粉、
海绵钛的生产和销售，提高钛白粉、海绵钛产能利用率，特别是氯化法钛白粉、海绵钛产能有效释放。
虽然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但公司掌握各产品生产所需的核心技术，同时公司具有纵向垂直一体化生
产模式和独特的横向耦合绿色经济模式（详见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二、核心竞争力分析”），有力保障了原料及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实现资源综合利用，降低了生产
成本。
钛白粉产销情况：2022 年上半年生产钛白粉 51.74 万吨，同比增长 19.19%，其中生产硫酸法钛白
粉 34.10 万吨，同比增长 8.01%，氯化法钛白粉 17.64 万吨，同比增长 48.99%；共销售钛白粉 46.9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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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同比增长 7.17%，其中，国内销量占比 48.59%，国际销量占比 51.41%，销售硫酸法钛白粉 32.78
万吨，同比增加 5.91%，销售氯化法钛白粉 14.14 万吨，同比增长 10.30%。
海绵钛产销情况：2022 年上半年生产海绵钛 13,589.47 吨，同比增长 169.05%，销售海绵钛
14,521.17 吨，同比增长 142.62%。
其他产品情况：生产铁精矿 191.95 万吨，同比减少 3.51%，销售铁精矿 220.72 万吨，同比增长
11.43%；生产钛精矿 48.16 万吨，同比增长 4.67%，全部内部使用，有效保障了公司原料供应。
2、新能源产业全面突破 第二增长曲线可期
本报告期，公司锂电新能源材料磷酸铁、磷酸铁锂、石墨负极生产线均已建成投产，产品已经形成
正常销售，产能利用率逐渐提升。目前公司具有磷酸铁产能 5 万吨/年，磷酸铁锂 5 万吨/年，石墨负极
2.5 万吨/年。预计今年三季度末新增 5 万吨/年石墨化产能，今年四季度末磷酸铁新增产能 5 万吨/年。
2021 年上半年，公司秉持“大化工、低成本”的发展思路，利用公司的管理、研发、技术及供应
链优势，全面布局新能源产业，培育第二增长曲线。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引进高端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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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新能源产业实现全面突破。
公司在钛白及新能源行业首创“钛锂耦合”发展，钛白粉生产废副产品硫酸亚铁，富余产能烧碱、
硫酸、蒸汽、氢气等可直接或间接用于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生产，降低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生产成本；借
鉴钛白产业成功经验，将全产业链和一体化贯穿在锂电材料项目之中，形成“原料端→磷酸铁→磷酸铁
锂”正极产业链，及“针状焦→石墨化→石墨负极”负极产业链；公司深耕化工行业 30 余年，积累大
量实践经验和人才基础，将设备大型化移植锂电行业，充分发挥大化工的优势。
3、钛金属业务正式崛起 海绵钛产能全球第一
本报告期末，公司海绵钛产能达到 5 万吨/年，跃居全球第一，报告期公司海绵钛产销创新高。公
司于 2019 年通过收购新立钛业进入钛金属行业，为提升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将海绵钛业务全部整合到
云南国钛，将云南国钛打造为公司钛金属业务平台，依托公司已有的高钛渣、熔盐氯化及大型沸腾氯化
技术，用不到三年的时间通过收购、技改、扩建将海绵钛产能从 1 万吨/年提高到 5 万吨/年，同时具备
转子级海绵钛的生产能力。
公司建立“钛矿→钛精矿→高钛渣→四氯化钛→海绵钛”全流程产业链，同时配有镁电解还原，相
对行业内“半流程”企业在成本控制、质量管理、产品研发等方面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目前，公司加
大人才、技术等储备，组建钛合金项目团队，着手钛合金可行性研究、技术攻关，通过建设年产 3 万吨
高端钛合金新材料项目进入钛合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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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金属被誉为“太空金属”、“海洋金属”、“现代金属”和“战略金属”。随着经济的发展，市
场对于钛合金材料的需求将与日俱增。中国商飞官微 8 月 1 日宣布，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取证试飞。
市场预计，第一架 C919 的交付和商飞很可能会在年内实现。据预测，到 2040 年中国客机队规模将达
到 9957 架，占全球比例 22%，成为全球最大单一航空市场；未来 20 年中国将接收民航客机 9084 架，
市场总价值超 9 万亿元。随着大型飞机国产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对优质海绵钛的需求将快速增加，带动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4、深化技术对标 提升生产效益
公司坚持对标先进，提高管理效能，提升生产效益。本报告期，公司在全集团范围内组织开展“行
业对标降本增效”活动，主动对标世界一流及行业优秀企业，推行内部标杆创建和对标机制，找差距、
补短板，立足成本对标，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开展工作。面对原材料大幅涨价的外部环境，产品成
本上涨幅度得到了有效控制。报告期内，共提出 67 项改进措施，从原料收率提升、原料替代、节能降
耗、稳产提产、质量提升、闲置物资清理等方面着手，上半年降低成本约 1.8 亿元。
5、优化采购物流 压降供应端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卖出利润、买出利润”的经营理念，不断优化公司采购物流体系，采购保供、
物流保运，全面降本。在国际形势紧张、国内疫情反复无常、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运输受限的情况
下，做到采购保供、物流保运；优化集团采购平台，引进高质量供应商，加大对劣质供应商的淘汰，利
用集团集采优势，持续增强平台活力、提升平台质量；坚持“应招尽招”的采购原则，原辅材料、物流、
工程等通过招标采购降低成本，今年上半年节省资金约 1.55 亿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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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如既

往地坚持稳定、持续、科学的分红理念，于 2022 年 5 月实施了 2022 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派发人民币现金 23.81 亿元，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超过 130 亿元，
以良好的分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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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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