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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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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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 5.0 元（含税）。以现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本 1,997,855,690.00 股为基数（其中：公司总股本 2,032,095,439 股，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为 34,239,749 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 998,927,845 元。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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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0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庆飞

郝军杰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0391-3126666

0391-3126666

电子信箱

002601@lomonbillions.com

002601@lomonbill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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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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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4,960,343,462.43

1,298,675,086.59

28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9,932,521.25

71,109,744.91

1,74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79,292,681.34

70,100,297.27

1,724.95%

756,358,219.16

-236,641,801.26

-419.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10

5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10

5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2%

3.07%

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9,657,609,064.47

18,048,563,627.76

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98,764,906.88

12,339,880,136.0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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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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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许刚

境内自然人

20.50%

416,642,402

392,206,211 质押

李玲

境内自然人

13.95%

283,464,566

283,464,566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12.22%

248,265,996

248,207,371 质押

王泽龙

境内自然人

9.24%

187,795,275

187,795,275

范先国

境内自然人

4.36%

88,582,677

88,582,677

王涛

境内自然人

3.49%

70,866,141

70,866,141 质押

河南银泰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3.47%

70,553,952

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2.62%

53,149,606

53,149,606

汤阴县豫鑫木
境内非国有法
糖开发有限公
人
司

2.22%

45,168,613

0 质押

14,000,000

魏兆琪

2.10%

42,519,685

42,519,685 质押

38,259,000

境内自然人

334,849,800

248,265,900

70,860,000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谭瑞清、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新长和许刚于 2010 年 3 月 3 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已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到期终止，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
的说明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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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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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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温和复苏，我国GDP同比增长6.9%，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6%。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各项政策
的进一步深化，诸多制造业逐渐步入良性发展，改革成果初显。上半年，基础化工领域许多产品出现持续性的价格上涨，全
行业景气度有所提升。钛白粉行业承接2016全年高景气周期，2017上半年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报告期内，公司在手订单充足、
库存处于低位、产品种类丰富，结合实际生产经营与市场供求状况，适时的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引领行业景气周期；出口方
面，上半年钛白粉出口量在去年同期高增速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2位数的高增长率，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7上半年，钛
白粉出口量为39.64万吨，同比增长13.74%。
报告期，公司管理层紧抓行业景气周期及完成龙蟒钛业并购后的首个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生产、销售各业务板块的整
合管理工作，加快产业融合职能管理，为公司半年度的高业绩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上半年，公司完成钛白粉产量30.55
万吨，较上年同期上升150.00%；实现钛白粉销售量29.45万吨，较上年同期上升130.26%；实现营业收入499,801.10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279.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993.2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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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根据该准则的规定，公司对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
整。
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企业提供贷款的,以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的
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关借款费用。
按照该准则调整后增加其他收益3,898.74万元，减少营业外收入3,898.74万元，对利润的影响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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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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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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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收购瑞尔鑫100%股权，因此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瑞尔鑫公司本报告期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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