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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20-068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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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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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原集团 股票代码 00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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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波 张梦 

办公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

路西段 61 号 

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

路西段 61 号 

电话 0831-5980789 0831-5980789 

电子信箱 TJHB@ybty.com dshzm@yb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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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687,345,098.04 11,512,773,961.55 -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129,985.06 85,111,860.30 -15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47,191,697.01 78,021,441.74 -1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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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7,659,332.34 280,858,987.85 -1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109 -15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2 0.109 -15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70%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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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737,347.13 13,772,753,696.97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21,786,756.33 4,966,155,136.14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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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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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88% 131,847,574 0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58% 74,804,754 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93% 46,317,541 0   

四川全明劲力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86% 37,974,683 0   

宜宾市南溪区兴南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 31,644,969 0   

伍仲乾 境内自然人 1.67% 13,057,892 0   

肖云茂 境内自然人 1.54% 12,000,02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9% 8,493,900 0   

朱春梅 境内自然人 1.01% 7,912,184 0   

方琴 境内自然人 0.81% 6,329,1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发行前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

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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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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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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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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天原 01 114361 
2018 年 08 月 15

日 
2021年 08月 14日 28,000 8.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6.04% 63.19% 2.8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13 3.61 -13.3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政经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及世界变局的影响，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调整及贸易保护主义叠加，加之全球性、地域性政经摩擦和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进一步

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逐步实现大部分复工复产，化工行业利润的降幅出现了收窄。 

2020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一体两翼”战略突破的关键一年。开年以来，公司上下坚定发展信念、

统一发展思想、保持战略定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坚持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抓好复工复产，紧盯目标、攻坚克

难、加压奋进，全面整合力量和资源，深入挖掘内部潜力，围绕全年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目标，主动梳理细化任务清单，主

动作为、全力以赴抓好工作落实。 

公司继续围绕“一体两翼”战略布局，重点发展以高功能材料氯化法钛白粉为核心产品的钛化工产业和以三元锂电正极

材料为核心产品的新能源先进化学电池及材料产业，加快新兴产业布局。在募投项目年产5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成功实现

一次性开车，并产出优质产品，技术风险完全释放，产品投放市场反应良好。目前公司正在加快国产原料与进口原料结合使

用的配比调试，经过努力，国内原料的比例逐步提高，装置稳定运行时间不断延长，离公司氯化法钛白粉生产实现原料国产

化的目标更进一步。同时，公司已启动年产5万吨氯化法钛白粉扩建工程，做好项目建设的准备，在条件完善具备的情况下

进行项目建设，计划在2021年7月建设完成。同时，为满足公司氯化法钛白粉产业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与攀枝花国投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攀枝花国投在当地的资源和影响力，加快实现公司在攀西钛矿资源的布局、钛白粉产业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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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钛化工新技术的研发。为公司加快钛白粉全产业链的拓展，构建更完善、更具有竞争力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打下基础。 

年产2万吨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项目已大部分建成，装置具备正常生产条件，正集中力量全面推进市场开发、客

户验证及产品导入等工作，并开始向国内有影响力的电池厂商送样测试。乘着宜宾三江新区打造的快速发展势头，公司抢抓

时机建成年产1000万平方米高档生态环保地板项目、年产3万吨PVC-O绿色供水管道项目产品。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国

家基建大规模建设以及三江新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公司各类产品尤其是PVC-O销量出现大幅增加，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实现翻

番。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材料产业与宁德时代等合作投资20亿元建设的年产4万吨锂盐项目已试生产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当期生产经营，全力确保完成全年任务。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是公司抢前抓早，提前谋划，

快速反应，全力克服疫情期间物流不畅、物流成本增加等各项有利资源严重供应不足等困难，实现了春节至系统连续生产运

行，主系统实现满负荷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督促落实疫情防范及排查工作，并立即启动应

急响应预案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转产次氯酸钠消毒原液助力疫情防控。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6.87亿元，同比下降24.54%；实现利润总额-3912.52万元，同比下降-141.54%；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净利润-4312.99万元，同比下降150.67%。 

 随着石油价格的回升，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下游基本实现复工复产，公司主要产品销售订单及销售价格逐步恢复，

自6月开始公司主要产品PVC等价格逐步回升。同时，公司积极实施优化生产管理、提升效率以及费用管控等挖潜增效措施，

预计三季度公司经营业绩趋于向好，将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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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其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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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增加一家三级子公司泉州戎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泉州戎原”），减少一家三级子公司宜宾天

原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原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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