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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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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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钒钛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62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玉惠

石灏南

办公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 21 号
攀钢文化广场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西段 21 号攀
钢文化广场

传真

0812-3385285

0812-3385285

电话

0812-3385366

0812-3385366

电子信箱

psv@pzhsteel.com.cn

psv@pzhstee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和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钒、钛和电，其中钒、钛是公司战略重点发展业务，主要是钒产品、钛白粉、钛渣的生产、
销售、技术研发和应用开发，主要产品包括氧化钒、钒铁、钒氮合金、钒铝合金、钛白粉、钛渣等。公司是国内主要的产钒
企业，同时是国内主要的钛原料供应商，国内重要的钛渣、硫酸法、氯化法钛白粉生产企业。
（2）产品用途
①钒产品
钒是一种重要的合金元素，主要用于钢铁工业。含钒钢具有强度高、韧性大、耐磨性好等优良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机
械、汽车、造船、铁路、桥梁、电子技术等行业。钒可以作为催化剂和着色剂应用于化工行业。此外，钒还被用于生产可充
电氢蓄电池或钒氧化还原蓄电池。目前公司钒产品主要销售到钢铁，钛合金，催化剂，玻璃等领域。
②钛产品
钛白粉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白色颜料，具有良好的遮盖力和着色力，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油墨等众多领域。目
前公司钛白粉主要销售到涂料，色母，油墨等领域。目前公司钛渣主要用于生产钛白粉和海绵钛。
（3）经营模式与业绩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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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自身拥有的技术，采用“资源依托+工厂生产+产品直销（代理）”方式从事各类钒、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氧化
钒和钛白粉具有大规模连续性生产特点，钛渣具有有色冶炼行业间隙式大规模生产特点。
公司对控股股东生产的钛精矿按市场化原则买断自用和对外销售。
公司的业绩主要来源是通过生产产品出售来获取增值价值。业绩驱动要素是生产规模扩大、销售价格提升与生产成本控制，
同时通过整合采购、销售渠道，建立稳定的供销客户关系。公司绝大部分产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及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用于外
销，并致力于与下游客户建立直销渠道。
（4）产品市场地位
①钒产品
公司钒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加之2021年完成对西昌钒制品股权收购后，已具备钒制品（以V2O5计）4万吨/年的生产能力，
拥有五氧化二钒、三氧化二钒、中钒铁、高钒铁、钒氮合金、钒铝合金等系列钒产品，产品品种齐全、质量优异，已成为全
球前列和品种齐全的钒制品生产企业，其中钒铁合金、钒氮合金等钢铁领域用钒产品销量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钒铁合金2021
年入选工信部第六批单项冠军产品，钒铁合金、钒铝合金2020年入选四川省名优产品，高纯氧化钒、钒酸盐等其他非钢领域
应用产品已逐渐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也有较大影响力。
②钛白产品
公司钛白粉是国内知名品牌，具备硫酸法钛白粉22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1.5万吨/年的生产能力。公司硫酸法钛白粉形
成了通用产品与专用产品相结合的产品体系；氯化法钛白粉已掌握了基于攀西钛资源制备高品质钛白的工艺及装备技术，高
炉渣提钛已取得重大技术进步。
③钛渣及钛精矿
根据中国铁合金在线网站数据统计，2021年国内钛渣产量约73万吨。目前国内有60多家钛渣生产企业，产能约200万吨/
年，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辽宁和内蒙古等地，产能集中度较低，10万吨以上规模企业仅有攀钢钒钛和龙佰集团。根据中
国铁合金在线网站数据统计，2021年国内钛精矿总产量604万吨，其中攀西地区2021年产量约471万吨。报告期内，公司钛精
矿经营量超过130万吨（含自用），居国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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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0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0,210,602,687 11,648,741,577 13,095,674,996
.32
.47
.25

12,966,139,241 14,488,415,093
-22.03%
.97
.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525,664,801. 9,478,054,990. 10,876,213,341
35
82
.17

-30.81%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0 年

2021 年
调整前

9,337,005,829. 10,811,565,052
09
.96

调整后

调整后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4,060,273,802 10,578,911,804 10,538,558,345
.78
.85
.12

33.42%

13,158,669,728 13,140,224,213
.41
.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27,735,224.
225,325,592.10 380,914,817.79
52

248.56%

1,419,135,479. 2,505,257,565.
44
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1,238,318.
214,088,527.16 214,088,527.16
27

367.67%

1,404,938,189. 1,404,938,189.
69
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76,323,979.
600,073,497.72 736,629,695.67
01

141.14%

3,281,821,608. 4,228,584,290.
99
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6

0.0262

0.0443

248.98%

0.1652

0.2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6

0.0262

0.0443

248.98%

0.1652

0.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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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5%

2.40%

3.52%

9.63%

16.47%

27.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356,978,862.98

3,751,006,526.42

3,800,460,212.55

3,151,828,20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011,545.57

477,032,309.01

422,681,736.73

215,009,63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375,863.07

357,538,794.00

275,569,086.55

223,754,57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194,979.52

-67,838,227.65

295,757,528.55

1,395,209,6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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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1年10月1日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西昌钒制品，该公司前三季度数据分季度并入到本公司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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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39,16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1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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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49%

2,533,068,341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928,946,14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4%

561,494,871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0%

515,384,772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502,013,02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6%

211,082,50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86%

160,000,008

刘玮巍

境内自然人

1.40%

120,189,678

王琴英

境内自然人

1.08%

92,893,16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持有有限
况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
数量
状态

质押

247,732,284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攀长钢、攀成钢铁、鞍山钢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1.刘玮巍持有公司股份 120,189,678 股，其中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20,025,678 股；
2.王琴英持有公司股份 92,893,160 股，其中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81,981,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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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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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一）因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陆续到期，为规范公司托管业务管理，保持业务
的连续性，根据《协议》约定，并与关联方友好协商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协议》，继续受托对西昌钒制品、攀港公司、
攀欧公司及四川攀研技术有限公司所属钒电池电解液和钒氮合金试验线进行托管经营，并将金贸大厦委托成都攀钢大酒店有
限公司进行托管经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16日、2021年3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
《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4）。
（二）2020年12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与营口港务集团签署了《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之
非公开股份转让协议》，攀钢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营口港务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15,384,772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00%。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收到攀钢集团通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过户日期为2021年2月10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1日、2021
年2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股份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
（三）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及股东攀长钢、攀成钢铁所持有的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已于本报告期内解除限售，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28）。
（四）2021年9月4日，公司与四川德胜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签订了《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合资建设钒渣加工生产
线事宜达成了合作协议。本次签订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初步商谈后达成的意向性框架协议，项目的正式实施最终
以经双方商定并完成各自审批后另行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对未来的具体业
务合作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与四川德胜集团钒
钛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3）。
（五）2021年9月10日，公司与大连博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产品及服务、生产合作、
平台搭建、市场拓展、技术合作及资本合作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根据《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钒
钛贸易与大连博融下属控股子公司融科技术、大连博融下属参股子公司恒流公司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基于《三方合作
协议》，成都钒钛贸易与融科技术另行签订了《全钒液流电池用钒储能介质委托加工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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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1日、2021年10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与大连博融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50）、《关于与大连博融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59）。
（六）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461,118.35万元购买控股股东攀钢集团下属西昌钢钒持有的西昌钒制品100%股权。该关联交易事项已于本报
告期内全部实施完成，西昌钒制品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自2021年10月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1年9月8日、2021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44）、《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45）、《关于收购攀钢集团西昌钒制品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6）、《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53）。
（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第二十三次、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第十七次、第十八次
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公司通过向95名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1,328万股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的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2.08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1年11月5日、2021年11月25日、2021年12月14日、2022年1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6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63）、《攀钢
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草案）》、《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68）、《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69）、《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方案（草案修订稿）》、《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74）、《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75）、《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草案）
第二次修订稿》、《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
（八）2021年6月，公司开展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工作，并于2021年12月成功通过了第二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
（九）2021年12月24日，公司党委会和总经理办公室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四川金雅汇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600万元参股四川金雅汇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截至本报告期末，本次参股工商登记和注册资本缴纳
手续尚未完成。四川金雅汇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纳米钛白粉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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