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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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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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002601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张海涛

办公地址

河南省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电话

0391-3126666

电子信箱

z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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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361,681,622.80

5,259,888,693.52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9,574,270.03

1,340,505,321.26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222,487,771.11

1,294,532,885.94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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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866,550,632.67

405,361,430.25

11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7

-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7

-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3%

9.83%

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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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62,518,591.38

20,923,673,048.52

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75,470,171.26

12,422,895,246.32

2.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46,865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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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18,897,637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3.95%

283,464,566

283,464,566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2.22%

248,265,996

248,03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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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银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61,000,072

0

龙蟒佰利联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2.80%

56,93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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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34,849,800

质押

248,265,900

质押

70,859,600

质押

27,6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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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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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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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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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环境分析
2019 上半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 GDP 总值超过 4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6.3%，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钛白粉
行业在经历 2016-2018 年复苏期后，基本面逐渐趋于平稳，步入行业产业结构转型攻坚阶段。据涂多多统
计，2019 年上半年中国钛白粉产量 154.47 万吨，同比增长 5.76%，出口量 48.17 万吨，同比减少 2.26%。
本报告期，公司年产 2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成功试车，战略收购云南新立钛业等重要事项的实施，标
志着公司作为国内钛白行业龙头企业，将率先迈开步伐，打造低成本、全流程氯化钛白全产业链，进一步
增强绿色高效发展能力。
2.总体经营管理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6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94%；实现利润总额 14.77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9.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6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29%。产销方面：生产硫酸
法钛白粉 27.33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 3.36 万吨，采选铁精矿 177.34 万吨，钛精矿 44.04 万吨；共销售钛
白粉 30.74 万吨，其中出口钛白粉 16.01 万吨，具体情况如下：
（1）龙头项目试运行

坚定可持续发展信心

20 万吨/年氯化钛白项目是引领公司未来 5-10 可持续发展的龙头项目。本报告期末，该项目第一条生
产线顺利实现投产试运行，系统连续运行时间及负荷屡创新高，并有千余吨合格产品产出，该项目的顺利
试车为公司布局氯化法全流程产业链打下了良好基础。下半年，该项目将有批量产品投放市场，为公司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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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业绩，而第二条生产线也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系统的调试及运行。
（2）战略收购新立钛业

打造东南亚地区桥头堡

上半年，公司完成对新立钛业 68.10%股权及 521,879.83 万元债权的竞购，并进一步收购 26.18%少数
股东股权，完成债转股事项，控股比例达到 98.39%。新立钛业地处云南楚雄州，靠近中国钛矿产地攀枝花，
并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拥有丰富的水、电、天
然气等资源。新立钛业拥有较为完善的氯化法工艺配套生产线，现有年产 6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1
万吨海绵钛生产线，8 万吨高钛渣生产线。公司收购新立钛业进一步促进经营版图和产业链的扩张及延伸。
随着后期新立钛业的复产达产，公司努力将云南新立钛业打造成龙佰集团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东南亚地区的
桥头堡。
（3）配套项目谋建设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报告期，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 50 万吨攀西钛精矿升级转化氯化钛渣创新工程建设项
目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3 万吨高端钛合金新材料项目的议案》。两大项目的投建，既有利于充分利
用攀西丰富的钛矿资源，实现钛精矿升级转化氯化钛渣的规模化生产，在保障氯化钛白原料的供应稳定的
同时，提升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亦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钛精矿～氯化钛渣～氯化法钛白粉～海绵
钛～钛合金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实现“做深做精钛产品，做细做透钛衍生品”的发展目标，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4）矿产品产销两旺

为集团稳业绩增供给

上半年，公司共生产铁精矿 177 万吨，钛精矿 44 万吨；共销售铁精矿 155 万吨，自供钛精矿 44 万吨，
产销整体情况位于近 3 年最高水平。伴随着上半年铁精矿价格上涨，龙蟒矿冶公司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寻
找潜在客户，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完成产品的销售，为公司贡献业绩。其中，上半年钛精矿供给量达 44 万
吨，同比增长 7%，进一步稳定了集团钛原料的供给。
（5）打造纵向垂直一体化 横向耦合绿色化产业集群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梳理集团本部焦作工业园区各产业链耦合构想，着手钛锆新材料产业园规划，力
争通过钛、锆新材料和配套综合利用等三大板块的特色产品链的一体化整合，在未来 5 年将龙佰集团焦作
园区建设成为核心业务突出、主导产品集约、竞争优势明显、效益质量鲜明、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劲的绿色
化生产基地，实现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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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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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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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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

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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