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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8                证券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7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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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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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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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12-8117 310 0812-8117 310 

电子信箱 zhoul@scantt.com dongshiban@scant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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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736,607.49 1,214,900,523.58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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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6,392,649.10 762,754,553.40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48,117,073.86 742,092,726.46 -1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4,149,036.13 252,069,153.56 10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369 1.9021 -13.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369 1.9021 -1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8% 17.62%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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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1,210,481.85 5,610,582,188.84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62,251,461.57 4,807,829,997.38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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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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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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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罗阳勇 
境内自然

人 
33.92% 136,000,000.00 136,000,000.00   

罗洪友 
境内自然

人 
6.48% 25,980,000.00  

冻结 25,980,000.00 

质押 17,960,000.00 

陈元鹏 
境内自然

人 
1.84% 7,364,418.00    

薛建华 
境内自然

人 
0.17% 686,081.00    

邹豫 
境内自然

人 
0.16% 652,784.00    

林茂松 
境外自然

人 
0.15% 584,601.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13% 534,578.00    

毕雪涛 
境内自然

人 
0.13% 518,500.00    

常鑫民 
境内自然

人 
0.13% 507,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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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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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081

股；邹豫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2,78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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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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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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 

1、钛精矿 

2022年上半年,因二季度疫情影响，钛白粉下游行业开工率不足，但受益于钛白粉及金属钛行业的整体发

展，钛精矿市场需求仍然旺盛，钛精矿价格维持景气态势。上半年公司钛精矿整体产销情况良好,订单充足。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钛精矿 27.15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67,362.28万元，同比增长 0.53%。 

2、钒钛铁精矿（61%） 

公司的钒钛铁精矿因铁、钒品位高，是下游钒钛钢铁企业优先采购的对象。  

2021 年三季度，受国家发改委控制钢铁产能的影响，钒钛铁精矿达到高点后，开始回落，2022 年初企稳。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和国家宏观经济提振政策实施未达预期，房地产及规划的基建项目开工不及预期等原

因影响，钒钛铁精矿价格整体在低位呈现小幅震荡波动的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钒钛铁精矿 69.62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39,434.47 万元，同比下降 26.97%。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钛精矿继续保持景气态势。但主要受钒钛铁精矿价格回落的影响，最终实现营业

收入 107,573.66 万元，同比减少 11.45%；实现净利润 65,639.26 万元，同比减少 13.94%。   

（二）对外投资 

1、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的议案》，本事项经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已通过。公司依托“资源禀赋、

先进技术、清洁能源、能耗降低”四个关键要素，投资建设年产 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前的手续审批阶段，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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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拟以参股公司东方钛业生产钛白粉的副产物硫酸亚铁为原料，结合四川云南丰富的

磷矿资源，投资建设年产 5 万吨磷酸铁项目。目前项目处于建设前的手续审批阶段，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中。 

3、本公司于 2022 年 6 月通过竞拍获得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 2.776%的股权，目前公司已支付全部股权

投资款，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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