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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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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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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1,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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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股份 股票代码 00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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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 刘佳 

办公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 197 号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路 197 号 

传真 0812-8117 776 0812-8117 776 

电话 0812-8117 776 0812-8117 776 

电子信箱 zhoulisc@163.com scantt@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 

钒钛磁铁矿是以含铁为主，共伴生钛、钒、钪、钴、镍、铬、镓等元素的多金属共伴生矿，是低合金高强

度钢、重轨、钒电池、钒产品、钛材等国家重要基础产业的原料,也是国家发改委明确的国家战略资源。钒钛磁

铁矿主要集中在攀西地区，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中，钛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的90%、钒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的62%，

铁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的12%。公司所拥有的潘家田铁矿属于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核心资源之一。 

2021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全年GDP增速8.1%。受益于经济的强劲恢复以及货币政策刺激，全球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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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紧张，钒钛资源行业盈利向好。2021年，公司围绕“重生产、提质量、降成本”经营主线，深耕主业，充分

研判，抓住了市场机遇，创造了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最好业绩。 

1、钛精矿 

钛精矿主要用于生产钛白粉及海绵钛，其中90%集中在钛白粉的生产：钛白粉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白色颜

料，主要用于生产涂料、塑料、造纸及油墨领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海绵钛经加工为钛材后应用于航

空航天、建筑、石油化工、舰船、医疗等军工和高端工业领域。 

2021年，中国钛白粉产量共计约381.35万吨，较2020年增加29.35万吨，折合对钛精矿的需求增量约67.51

万吨；海绵钛产量为14.49万吨，较2020年增加3.15万吨，折合对钛精矿的需求增量约12.6万吨。2021年，下游

需求的提升，导致钛精矿供给一直处于偏紧状态，全球钛精矿库存量处于历史低位。 

 

 

注：数据来源于涂多多《2021年钛系产品价格及数据汇总》 

2、钒钛铁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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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钛铁精矿是钒钛钢铁企业提钒炼钢的主要原料，被用于重轨及抗震钢筋等高强度钢的生产。炼钢过程中，

所提取的钒，在钢铁行业中常用作合金添加剂，用以提高钢材的强度、硬度和韧性，是发展新型微合金化钢材

必不可少的元素。同时，钒还被应用于储能，是钒液流电池的主要原料。2021年，钒钛铁精矿价格较2020年有

所增长。 

随着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的不断推进落地，对相关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计未来对含钒钢材的需求量将

大幅增加。同时，钒液流电池的突破，将促使钒的应用场景更为广泛。未来，公司钒钛铁精矿中的钒资源价值

将得到更好的体现。 

 

（二）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先进技术对多金属共伴生矿进行采选的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企业，主要从事钒钛磁铁

矿的开采、洗选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钛精矿和钒钛铁精矿。 

公司拥有储量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经营稳健、管理完善。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公司已掌握了对钒钛磁

铁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技术，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生产经营能力。 

1、钛精矿 

公司是国内重要的钛精矿供应商及龙头企业，钛金属回收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钛精矿对市场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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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钛精矿质量稳定，是龙佰集团、蓝星大华、添光钛业、方圆钛白、东方钛业等国内大型钛白粉生产企

业的优质原料。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钛精矿53.60万吨，销售钛精矿53.76万吨，钛精矿产销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2、钒钛铁精矿（61%） 

公司是攀西地区唯一的61%品位钒钛铁精矿生产企业。 

报告期内，生产钒钛铁精矿（61%）141.65万吨，同比增加10.03%；销售钒钛铁精矿（61%）141.60万吨，

同比增加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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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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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610,582,188.84 4,766,222,410.39 17.72% 3,045,900,83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07,829,997.38 4,038,706,875.53 19.04% 2,347,530,927.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303,328,836.68 1,636,423,749.84 40.75% 1,374,877,60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5,107,166.24 700,565,721.77 104.85% 519,188,28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9,082,843.56 682,982,003.49 104.85% 506,020,42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3,344,140.75 976,787,029.60 17.05% 328,055,56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5788 1.8081 97.93% 1.44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5788 1.8081 97.93% 1.4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8% 20.64% 11.44% 24.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3,212,979.94 591,687,543.64 631,005,182.67 457,423,13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558,094.10 405,196,459.30 426,816,644.66 245,535,96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785,226.68 388,307,499.78 421,005,103.51 235,985,01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20,922.95 196,848,230.61 632,728,824.19 258,546,163.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25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59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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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紫东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39% 170,000,000 170,000,000   

罗阳勇 境内自然人 33.92% 136,000,000 13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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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友 境内自然人 7.48% 30,000,092 0 
质押 30,000,092 

冻结 30,000,092 

陈元鹏 境内自然人 1.84% 7,364,418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6% 1,855,331 0   

林茂松 境外自然人 0.15% 584,601 0   

中金公司－建

设银行－中金

新锐股票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14% 561,900 0   

郑伟华 境内自然人 0.14% 551,400 0   

常鑫民 境内自然人 0.13% 507,711 0   

王淑月 境内自然人 0.12% 47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罗阳勇先生系紫东投资控股股东，紫东投资与罗阳勇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郑伟华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51,400 股；

王淑月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6,200 股；顾渊除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0,0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70,000 股；徐新节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200 股外，

还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9,005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7,205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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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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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对外投资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披露《关于投资建设钒钛磁铁矿规模化高效清洁分离提取示范项目的公告》。该示范项目采用公

司自主创新研发的钒钛磁铁矿高效清洁分离提取系列技术，将钒钛磁铁矿进行规模化、高效、清洁、直接还原分离，分离出

的富钛料用于生产高档二氧化钛，并同步提取稀贵金属，最大幅度提升攀西钒钛磁铁矿价值。一期投资15亿元，完成后，将

达到年产富钛料20万吨、机械铸造类微合金材料20万吨的规模。（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公告） 

该项目目前正在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于2023年12月竣工。 

（二）其他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披露《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司现任保荐代表人为唐忠富、付洋，持续督导

期间为2020年4月17日-2022年12月31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