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19-087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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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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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钛白 股票代码 0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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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北  

办公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张泾工业园区幸福路

8 号 
 

电话 0510-83798658  

电子信箱 qiubei@sinoti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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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622,388.45 1,564,288,782.77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3,501,612.04 212,540,145.82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1,466,472.26 213,837,752.7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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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9,321,290.81 279,684,553.35 -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3 0.1335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3 0.1335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6.88%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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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8,518,808.17 5,470,200,830.75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98,705,626.36 3,212,001,356.0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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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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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锋 境内自然人 37.05% 589,559,784 0 质押 481,527,29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

限公司－第 3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3.01% 47,839,206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华信信托·盈泰

6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2.63% 41,770,818 0   

光大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光证资管众享

添利中核钛白成长分

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4% 26,170,618 0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乾

能陆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5% 18,294,313 0   

珠海汇尚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橡树湾 8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13,718,000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华信信托·盈泰

3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80% 12,678,091 0   

韩庆明 境内自然人 0.56% 8,900,000 0   

游国华 境内自然人 0.37% 5,936,600 0   

卢剑锋 境内自然人 0.31% 4,853,2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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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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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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经济环境分析 

2019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不稳定因素增多，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分化明

显。在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形势下，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忧的发展态势。根据国家统

计局对外公布的数据，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2019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9%，上半年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 

公司所属钛白粉行业，自2015年底走出困境开始复苏以来，由2016～2018年的高峰期逐渐调整，现已进入平稳的常态化

发展时期。2019年上半年，行业总体运行情况良好，虽然环保监控日趋严格，但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均已建有比

较完善的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预案，行业生产受环保影响相对较小。 

（二）报告期公司总体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聚焦钛白，夯实管理，采取坚持以环保安全管理

为基石，保障企业效益；加快促进东方钛业项目顺利“三达”，增添企业效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做好营销战略规划，打造

专业化的营销团队，挖掘市场效益等措施，同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核心优势，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同时，为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提供动能。 

2019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53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65%；实现利润总额2.61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14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0.45%。 

（三）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层主要做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1、完善公司组织架构，明确总部定位，加强总部对下属公司的管控、监督和考核，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公司整体运营

管理效率。 

2、 认真贯彻国家安全环保方针，加强公司安全环保管理，加快环保项目建设进度。 

3、合理调整公司钛白粉粗品、成品产品线布局，为将来充分发挥产能夯实基础。 

4、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客户服务水平，提升产品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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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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1月1日起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公司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为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并列报。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该等变更只是报表列报进

行了变更，对于股东权益总额、利润总额、净利润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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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勉 

                                                                           2019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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