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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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01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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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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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5,493,091.87

5,361,681,622.80

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2,900,349.50

1,269,574,270.03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282,201,883.04

1,222,487,771.11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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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1,017,829.21

866,550,632.67

2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2%

10.43%

-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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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1,118,270.41

25,942,781,551.31

1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04,636,075.18

13,870,935,212.22

-3.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3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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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12,481,801

质押

226,792,000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1.81%

240,062,370

186,199,497

质押

39,000,0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9.03%

183,444,166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4.99%

101,354,863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4.36%

88,582,6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3%

61,543,079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61,000,072

质押

38,000,000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21%

44,937,80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2%

32,829,414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30,000,000

88,58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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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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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质押或冻结情况

新控股股东名称

许刚

变更日期

2020 年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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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由无控股股东变更为许刚先生，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4 月 23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许刚

变更日期

2020 年 04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许刚先
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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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经济与行业运行情况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在全球扩散，全球各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全球经济正
从最严峻的形势中逐渐走出，主要国家已经相继重启经济，全球经济出现企稳迹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加快推进。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
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初步核算，202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6,053亿元，同比增长0.9%；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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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172,759亿元，下降1.9%；第三产业增加值257,802亿元，下降1.6%。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11.5%。
2020年上半年钛白粉市场先扬后抑。一季度，钛白粉市场正值春节前后的备货、补货时期，市场表现
强势。但行至二季度，由于国外疫情爆发，国内外需求减少。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企稳，钛白粉需求好转。
（二）公司总体经营管理情况
2020上半年是充满挑战、攻坚克难的前半段，龙蟒佰利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心，奋勇突围，生产经
营逆势增长，圆满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推动公司继续朝着低成本、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方向前进。具
体情况如下：
1、“防疫经营”两不误，产销逆势增长
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围绕“防疫情，稳经营，寻突破”的工作目标，积极防范，迅即展开了一系列
的全员防控疫情、全力稳保经营的得力举措和行动，在生产、营销、物流及重大项目诸项工作进行科学部
署，在保护员工生命安全的同时，生产经营稳健推进，较好地实现了“防疫经营”两不误。新冠疫情冲击
全球供应链，育新机、开新局，公司找准定位，苦练内功，积极开拓市场，寻找突破口，报告期内，公司
产销逆势增长。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25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98%；实现利润总额15.63亿元，较上年同
期上升5.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4%。产销方面：生产硫酸法钛
白粉31.02万吨，同比增长13.51%，氯化法钛白粉9.51万吨，同比增长183.17%，采选铁精矿190.74万吨，
同比增长7.56%，钛精矿43.73万吨，同比减少0.71%；共销售钛白粉35.55万吨，同比增长15.62%，其中出
口钛白粉19.72万吨，同比增长23.13%。
2、厚积薄发

产品结构不断升级

基于对钛产业的远景分析，公司持续向氯化法钛产业发力，2011年IPO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公司
第一条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2019年自筹资金所建的20万吨氯化法生产线建成投产，成功收购新立钛业进
行外延式扩张。上市9年来，公司积能蓄势，氯化法钛产业链实现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并实现了产能的快
速扩张，再到现在全产业链的的集合创新整合。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公司上下众志成城，克服原材料供应、人员流动、销售运输受限等困难，
全力保障焦作年产2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和新立钛业年产6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产能释放，上半
年生产氯化法钛白粉9.51万吨，占公司钛白粉总产量23.46%，氯化法钛白粉占比不断提高；为进一步开拓
氯化法钛白粉市场，公司不断加强氯化法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了高耐候涂料、色母粒专用、
绿色涂料专用等多个氯化法钛白粉产品的开发，部分产品在客户评价中或已开始生产，公司产品系列不断
丰富，服务客户的能力不断增强。
3、强筋健骨

加固护城河

公司坚持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为巩固竞争优势、抢占市场先机，公司在收
购兼并、技改扩建、新项目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列举措，建立起了“钛精矿～氯化钛渣～氯化法钛白粉～
海绵钛～钛合金”全产业链，公司注重规模扩张的同时，苦练内功，加固护城河，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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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在科研创新方面，公司在原矿洗选回收、工艺开发优化、产品开发优化等方面设立项目200
多项，加强技术攻关，强化科研开发，推进技术创新落地，努力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抢占竞争的制高点；
在项目建设方面，公司在扩建提产、安全环保、节能降耗、品质提升、智能化生产等方面实施大小项目160
多项，投入资金近9亿元，通过这些项目优化提升产业链各个关节，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人力资源方面，
优化薪酬考核制度，筹划打通专业技术通道，畅通适合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的职业生涯晋升通道，搭建适合
专业技术人才干事创业的舞台，进一步“集聚人才”，推动公司建立“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的良性
用人机制；在对外合作方面，与德国钛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一对一”的《技术合作合同》，在智能
型自动控制系统、生产优化、生产组织的改进、新产品及产品质量、环境保护问题、生产成本的降低等领
域进行合作，进一步强化钛白粉技术和管理优势。
强筋健骨，搭建强大的护城河，保证公司上行周期随着行业一起发展，在下行周期发挥相对竞争优势，
赢得市场，增强在遭遇“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中的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利润的
提高。
4、启动再融资

积能蓄势再出发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3日、2020年5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向11名高层管理人员、3名
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拟募集资金总额为438,656万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年产20万吨氯化法钛白
粉生产线建设项目、50万吨攀西钛精矿升级转化氯化钛渣创新工程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通过本次发行及后续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原料自给水平，提升公司先进产能，优化产品结构；通过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本次
再融资如顺利实施，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大幅降低公司财务杠杆率，有利于公司实施积极的资本结构管
理策略，为以后实施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开启新一轮的积能
蓄势。
5、回报股东，共享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一如既往的坚持稳定、持续、科学的分红理念，于2020年6月实施了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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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好的分红回报回馈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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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会计政策变化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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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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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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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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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