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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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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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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401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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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0812-8117 776 

电子信箱 zhoulisc@163.com scantt@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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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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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4,900,523.58 849,688,464.71 4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2,754,553.40 353,603,975.26 1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42,092,726.46 349,093,823.74 11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069,153.56 412,565,538.62 -3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021 0.9456 10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021 0.9456 10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2% 13.87%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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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8,070,191.69 4,766,222,410.39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20,878,059.27 4,038,706,875.53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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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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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000 170,000,000  

罗阳勇 境内自然人 33.92% 136,000,000 136,000,000  

罗洪友 境内自然人 8.48% 34,000,000 0 
质押 34,000,000

冻结 34,000,000

陈元鹏 境内自然人 2.79% 11,175,086 0  

英大保险资管－工商银

行－英大资产－泰和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26% 1,042,200 0  

沈奇迪 境内自然人 0.24% 975,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780,739 0  

孙焕南 境内自然人 0.15% 600,000 0  

国泰基金－天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产品－国泰基金－天安

人寿权益型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12% 50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2% 4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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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沈奇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6,4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8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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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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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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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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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并增加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将采矿车间的相关资产、负债和人员按以2021年2月28日为基准日的账面价

值通过增资方式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攀枝花安宁矿业有限公司；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的10,000.00

万元银行存款，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攀枝花安宁矿业有限公司增资和增加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潘家田铁矿技

改扩能项目。 

2、公司部分上市前限售股于2021年4月1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3、公司于2021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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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出资1亿元设立公司全资子公司攀枝花安宁钒

钛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命名），并以安宁材料作为项目公司负责钒钛磁铁矿规模化高效清洁分离提取示范

项目一期的建设及管理运营。项目一期拟投资15亿元，以达到年产富钛料20万吨、机械铸造类微合金材料

20万吨的规模。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披露《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暨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司与米易县人民政府

签署钒钛磁铁矿高效分离钛铁及应用示范项目投资协议书。 

公司于2021年6月8日披露《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司设立攀枝花安宁钒钛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并取得营业执照。 

4、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终止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根据目前自身的发展状况与外部的市场环境，综合考虑各种相关

因素，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后，同意终止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设立攀枝花安宁股

份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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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以公司总股本401,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送红

股，亦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于2021年6月4日披露《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6、公司于2021年6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7个月。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现金管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现金管理的资金来

源 
现金管理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逾期未收回已计提

减值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0 30,0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0,000 30,000 0 0

合计 70,000 6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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