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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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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以网络业绩说明会形式，与网络参会投资者进行交流 

时间 15:00-16:00 

地点 全景网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勇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吴亚梅女士，

董事、财务总监严明晴女士，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周立

先生，独立董事尹莹莹女士，保荐代表人唐忠富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董事长致辞 

二、问答环节 

1、请问董事长，安宁作为中国钛矿的龙头企业，公

司的信息披露做的并不好，今后如何能够在钛矿涨价、跌

价，产销量有重大变化时及时公告？ 第二，公司有社会

责任感是非常好的，但是上市公司的这些重大花销应该提

前告知广大中小股东。 第三，公司手握十几亿现金，按

股息率分红分的也不多，想问下接下来这十几亿的现金准

备用来做什么？ 

答：感谢您的建议。公司会虚心接受投资者的批评，

不断学习其他公司好的经验，在不断总结和完善中提高信

披质量。  

公司坚持资源优先战略，并立志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



领先的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领跑

者及生态文明建设最受尊敬的企业。 公司上市后管理层也

一直围绕这一战略积极、审慎的开展工作。合理留存部分

利润，对公司上述目标的实施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未来，公司将一如既往扎实经营，稳健发展，进一步提升

对股东的长期回报。谢谢！ 

2、按照公司的年报数据钛精矿的销量和营业收入，

贵公司钛精矿平均价格 1552 元每吨，低于市场去年的价

格，是否财务数据错误？具体原因是什么？ 

答：公司钛精矿销售规模国内第一，凭借在钛精矿市

场中的龙头地位，公司在钛精矿市场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2020年的多次价格提升也是由公司引领。  

根据公司的销售模式，当月制订次月的合同价格并与客

户签订合同，次月执行相关合同，第三个月根据发运情况

以及客户的验收情况进行结算。因此，结算的价格与市场

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2020年钛精矿价格大幅上涨

是从 10月开始的，对全年来说价格影响较小。 

3、董事长您好，作为重仓安宁并看好安宁未来的投

资者，请问您下，目前公司手握十几亿现金，其中许多募

集资金被放在银行进行理财。未来这些资金会用在何处？

如何能保证公司未来遇到行业不景气的情况能够保持业

绩增长？年报出来了为什么股价不涨反跌？说明增长不

及预期?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变动受多方因

素影响，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公司根据发展规划，

制订了资源优先战略，管理层未来也将围绕这一战略积极、

审慎的开展工作；不断提升资源储备、提高公司竞争力，

实现持续稳健增长。谢谢！ 

4、解禁股到期会减持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经与股东沟通，部分股东表

示会减持部分股票。具体请关注公司公告。谢谢！ 

5、公司上半年销售钛精矿 28 万吨，下半年销售 27



万吨，在价格大涨的基础上为何下半年利润还要低 

答：（1）因年底生产线检修，下半年销售量较上半年

略有下滑。  

（2）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为当月月末签订次月销售合

同；次月根据供货期履行销售合同；第三月根据产品物流

情况、客户验收情况，办理结算。钛精矿价格大幅上涨是

从 10月开始的，因此第四季度的利润体现还不明显。今年

一季度的利润就会体现的比较明显了。 

6、请问公司四季度钛精矿销量多少，均价多少？为

何在钛精矿大涨的情况下，公司四季度利润没有提升？ 

答：根据公司的销售模式，当月制订次月的合同价格

并与客户签订合同，次月执行相关合同，第三个月根据发

运情况以及客户的验收情况进行结算。因此，结算的价格

与市场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2020年钛精矿价格大

幅上涨是从 10 月开始的，真正到结算确认收入需要到 12

月才能体现出价格大幅上涨。因此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相

比并不明显。 

7、潘家田技改扩能项目，在未来 1 年，3 年，两个时

间节点，预计能大概增加多少产能？增加多少销售额？增

加多少净利润？公司将来会用，以及现在正在使用哪些方

法，维持或者提高公司比较高的 ROE 水平？公司投资的四

川银行，投资进展如何？未来是否会上市？公司是否有成

本消减计划？公司对于产品价格涨价行情的预期怎样？

维持价格上涨的因素是长期存在？如果是周期性的，周期

性的展望如何？请介绍一下管理层的优秀道德品质，谢

谢。 

答：（1）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是为了保证原矿稳

定供给而实施的矿山采矿系统技改，项目实施完成后，公

司采矿能力将达到 900万吨/年。  

（2）四川银行已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成立，根据四川

银行远景规划，条件成熟后会考虑。  

（3）产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难以预测，公司仅从



下游客户的销售情况来看，2021年市场向好。公司下游客

户钛白 粉生产企业以及钒钛钢铁企业在今年销售情况良

好，产品供不应求。 

8、公司四季度在钛精矿价格上涨 50%的情况下，其盈

利仅比三季度增加 1000 万元左右，与公司主营产品价格

大涨不符合，请问公司四季度的产量情况如何，四季度钛

精矿、钒钛铁精矿与三季度的产量、价格对比情况。 

答：根据公司的销售模式，当月制订次月的合同价格

并与客户签订合同，次月执行相关合同，第三个月根据发

运情况以及客户的验收情况进行结算。因此，结算的价格

与市场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2020年钛精矿价格大

幅上涨是从 10 月开始的，真正到结算确认收入需要到 12

月才能体现出价格大幅上涨。因此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相

比并不明显。 

9、您好，请问公司账上的闲余资金较多，对收购一

些矿山资源是否保持开放态度？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自上市后一直在积极

寻找优质标的进行并购，不过目前大宗产品价格上涨的状

况对公司并购造成了一定影响。 

10、尊敬的董事会领导们好，安宁股份现在是全国唯

一的一家钛精矿可卖生产上市公司，我研究了未来几年钛

精矿缺口太大，属于稀有小金属，但现在估值太低，比起

锂电池，稀土，等很多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太便宜了，公司

应该想想办法提高市值，还有分红有点小气，希望四月十

九号后原始股东不要现在价格卖出，现在卖就是白菜价，

最后感谢安宁股份董事会领导，祝今年的利润节节高，今

年利润 15 亿以上，公司赚钱，股民开心。 

答：感谢您的建议。 

11、为啥不扩产？能否说明？？ 

答：公司根据地质情况和开采情况，制定了长期开采

规划，未来将按照规划保持科学、持续、稳定的开采，公

司矿山暂时没有扩产计划。 



12、为什么计提安全生产费用，是不是为了隐藏四季

度利润，还有根据公司给的钛精矿年销量还有营业收入，

算出钛精矿平均价格 1552 元每吨，但是这个价格低于市

场平均价。请问公司所谓的定价权是比别人低？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根据财政部 2012年 2

月 14 日印发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财企[2012]16号）的规定，金属矿山按照原矿产量 5.00

元/吨、入库尾矿量 1.00元/吨的标准计提安全生产费。同

时，《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大型

企业上年末安全生产费结余达到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的

1.50%时，经当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商财政部门同意，企业本年度可以缓提或者少

提安全生产费。2019 末安全生产费结余不足营业收入的

1.50%，公司根据规定，2020年开始计提安全生产费。  

（2）公司钛精矿销售规模国内第一，凭借在钛精矿市

场中的龙头地位，公司在钛精矿市场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2020 年的多次价格提升也是由公司引领。 根据公司的销

售模式，当月制订次月的合同价格并与客户签订合同，次

月执行相关合同，第三个月根据发运情况以及客户的验收

情况进行结算。因此，结算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有一定的滞

后性。同时，2020 年钛精矿价格大幅上涨是从 10 月开始

的，对全年来说价格影响较小。 

13、根据公司的年报数据钛精矿的销量和营业收入得

出钛精矿平均价格 1552 元每吨，低于市场去年的价格，

请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公司未分配利润还有 21 亿。为什

么不进行大额分红？是否有并购或者回购股份计划？一

季度经营情况如何？市场目前价格高企，为何不进行扩

产？ 

答：（1）公司钛精矿销售规模国内第一，凭借在钛精

矿市场中的龙头地位，公司在钛精矿市场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2020 年的多次价格提升也是由公司引领。 根据公司

的销售模式，当月制订次月的合同价格并与客户签订合同，



次月执行相关合同，第三个月根据发运情况以及客户的验

收情况进行结算。因此，结算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有一定的

滞后性。同时，2020 年钛精矿价格大幅上涨是从 10 月开

始的，对全年来说价格影响较小。  

（2）公司在罗阳勇董事长的带领下，坚持资源优先战

略，并立志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资源综合利用示范

企业、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领跑者及生态文明建设最受尊

敬的企业。公司上市后管理层也一直围绕这一战略积极、

审慎的开展工作。合理留存部分利润，对公司上述目标的

实施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未来，公司将一如既往

扎实经营，稳健发展，进一步提升对股东的长期回报。  

（3）公司目前没有回购股份计划。  

（4）一季度情况请关注公司公告。  

（5）公司根据地质情况和开采情况，制定了长期开采

规划，未来将按照规划保持科学、持续、稳定的开采，公

司矿山暂时没有扩产计划。 

14、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不是董事长一个人的公司，

应当做好市值管理，重视信息发布，让广大看好安宁的投

资者享受公司成长的红利。 结果因为公司并不重视这一

块，导致公司并没有很多人发现，而我们选择坚守的股东

也因为公司股价跌跌不休感到心寒。公司年收入净利润 7

个亿，股票天天跌。请问接下来公司如何做好市值管理，

而不是公司挣钱，股民赔钱。 

答：感谢您的批评与建议。 二级市场股价变动受多方

因素影响，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公司将不断提升

资源储备、提高公司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健增长，同时，

我们也非常愿意通过各种渠道保持与资本市场的顺畅沟

通，增强投资者对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的了解，有效

传递价值。 

15、请问下，今年怎么看待钛精矿价格，是否会达到

3000 呢？ 

答：钛精矿属于大宗原材料之一，产品价格受多种因



素影响，难以预测，公司仅从下游客户的经营情况来看，

2021年市场向好。 

16、董事会秘书您好，请您分析下公司未来一年内钛

矿及钒钛铁矿价格走势 

答：您好。产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难以预测，公

司仅从下游客户的销售情况来看，2021年市场向好。公司

下游客户钛白 粉生产企业以及钒钛钢铁企业在今年销售

情况良好，产品供不应求。 

17、董事长您好，看好安宁股份也是因为看到董事长

个人的一些感人的事迹，希望公司不要让投资者失望啊！ 

答：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将一如既往

扎实经营，稳健发展，提升对股东的长期回报。谢谢！ 

18、鈦粉的應用行業有哪些？公司的產品能持續漲價

嗎？ 

答：钛精矿 90%以上主要用于生产钛 白 粉；公司产

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较难预测。公司仅从下游客户的

经营情况来看，2021年市场向好。 

19、公司的钛精矿和钒钛铁精矿，跟房地产的关联度

有多大，如果说房地产不景气会不会对公司的销量带来很

大冲击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钛精矿与钒钛铁精矿的终端

用户非常多，部分与房地产有一定的关联。谢谢！ 

20、您好。罗总，能介绍一下入股四川银行的投资分

析吗？ 

答：从全国范围看，省级行政区均已基本完成组建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或省级银行，四川银行是全国为数不

多的具有战略投资价值的省级银行投资机会，未来盈利前

景好，投资回报率高。 

21、公司销售定价机制陈旧落后，请问近期有无改进

的打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的销售定价机制为

多年以来本行业所形成的交易习惯。谢谢！ 



22、对于目前钢铁行业铁矿石过渡依赖进口公司的产

品有什么优势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生产的钒钛铁精矿是钒

钛钢铁企业提钒炼钢的主要原材料，用于生产钢材及钒产

品。相比于其他地区的铁精矿，公司的钒钛铁精矿钒含量

高，钒钛钢铁企业以此为原料在冶炼钢铁的同时也能提取

钒，能增加钒钛钢铁企业效益；提取钒后的钢水冶炼的钢

材因仍含有一定量的钒，在强度、硬度和韧性等方面比普

通钢材更具优势。谢谢！ 

23、尊敬的董事长，公司上市之路曲折，据传是所谓

专家们不了解公司利润的真实性，导致被市场低估，小股

东和大股东一条心，希望公司发展好，大股东解禁期临近，

是否能说明有关解禁的安排，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有关股东解

禁的安排请您关注公司公告。谢谢！ 

24、公司对于行业下游并购的意愿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

研究相关投资方向。谢谢！ 

25、龙蟒佰利也有铁精矿和钛精矿。我看他们的产量

都比安宁要高。为什么说安宁是第一呢？ 

答：尊敬的投资您好！龙蟒佰利的钛精矿全部自用，不

对外销售。公司的钛精矿全部对市场销售，因此市场销售

规模全国第一。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4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