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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罗阳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明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学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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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623,212,979.94 422,637,636.41 4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7,558,094.10 191,287,606.45 8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3,785,226.68 188,723,923.12 8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220,922.95 206,569,051.65 -7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17 0.5308 6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917 0.5308 6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8% 7.83%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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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1,363,725.97 4,766,222,410.39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07,696,674.85 4,038,706,875.53 9.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71,882.4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8,230.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8,554.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5,800.13

合计 3,772,867.4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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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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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紫 东投

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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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000

质押 34,000,000

冻结 34,000,000

陈元鹏 境内自然人 4.24% 17,000,000 17,000,000

荣继华 境内自然人 0.85% 3,400,000 3,400,000

中国建 设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摩 根

士丹利华 鑫

进取优选 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6% 1,429,500

英大保 险资

管－工 商银

行－英大 资

产－泰和 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27% 1,076,600

沈奇迪 境内自然人 0.20% 8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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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焕南 境内自然人 0.12% 494,1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9,5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429,500

英大保险资管－工商银行－

英大资产－泰和资产管理产

品

1,076,6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076,600

沈奇迪 819,400

人民币 普通

股

8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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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60

人民币 普通

股

499,960

孙焕南 494,100

人民币 普通

股

494,100

英大保险资管－工商银行－

英大资产－泰和2号资产管

理产品

404,700

人民币 普通

股

404,700

赵金星 330,700

人民币 普通

股

330,700

徐豪骏 327,200

人民币 普通

股

327,200

刘明 323,800

人民币 普通

股

323,800

王星 309,400

人民币 普通

股

30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罗阳勇先生系成都紫东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成都紫东投资有限公司与

罗阳勇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无法判断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沈奇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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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600股，实际合计持有819,400

股。

公司股东王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200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07,200股，实际合计持有309,4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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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863,036,328.50 557,966,831.61 54.68%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4,539,567.08 3,552,065.79 309.33%

主要系公司给予了攀钢集团一定的信

用额度和信用账期，报告期内公司对攀

钢集团销售额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18,427,707.09 3,902,861.03 372.16%

主要系按合同预付柴油款和生产材料

款所致

存货 56,504,750.38 80,810,999.61 -30.08% 主要是市场行情好，增加销售量所致

在建工程 33,761,635.86 17,145,323.37 96.91%

主要系募投项目在建工程项目投资所

致

应交税费 132,838,365.03 75,059,358.07 76.98%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808,547.55 27,156,036.29 -30.74% 主要系2021年支付2020年度计提奖金

其他流动负债 17,219,336.22 34,240,737.80 -49.71%

主要系已背书转让而未到期且信用级

别非AAA银行承兑的票据减少所致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623,212,979.94 422,637,636.41 47.46%

主要系销售价格上涨，销售数量增加所

致

税金及附加 27,335,787.48 11,651,930.25 134.60%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7,186,262.77 28,180,597.23 -39.01% 主要系钛精矿自提数量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6,197,234.55 9,719,900.14 66.64% 主要系加大研发力度所致

财务费用 -7,023,785.35 -590,987.34

-1088.

48%

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8,516,899.94 8,004,018.97 131.35% 主要系东方钛业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18,732.80 362,539.85 291.33%

主要系根据账龄计提应收复垦保证金

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8,114.74 318,597.50 -56.65%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较上期减少

营业外支出 0.01 1,050,373.97

-100.

00%

主要系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捐赠105万

元

所得税费用 62,331,556.74 31,882,765.12 95.50%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220,922.95 206,569,051.65 -73.27%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对应税费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936,350.40 -4,388,857.39

-804.

88%

主要系本期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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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2、2021年4月17日，公司股东罗洪友先生、陈元鹏先生、荣继华先生持有的公司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

19日（星期一）。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 2021年03月23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公司拟向全资

子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

公司股东罗洪友先生、 陈元鹏先

生、荣继华先生持有的公司解除限

售

2021年04月14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9,853.83万元， 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金额15,

473.91万元，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5,482.36万元，合计已使用30,810.11万元。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40,

000.00万元，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1,145.04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5,573.88万元。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0 40,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0 10,000 0

合计 0 5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年03月

31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华泰证券

公司年度生

产经营情况、

扩产计划、司

对钛矿市场

的预期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2021年3月31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年03月

31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海通证券

公司年度生

产经营情况、

募投项目进

展情况、分红

计划的考虑

因素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2021年3月31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年03月

31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长江证券

公司年度生

产经营情况、

扩产计划、销

售模式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2021年3月31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证券代码：002978� �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设立攀枝花安宁股份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7日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终止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对外投资终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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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披露日，公司未实际出资。 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78� �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8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1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董事会召开时间：2021年4月28日。

3、董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董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吴亚梅、刘玉强、独立董事廖中新、李嘉岩、尹

莹莹以通讯的方式参会）。

5、董事会主持人：罗阳勇先生。

6、董事会列席人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

7、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保证《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董事会全体成员与公司高级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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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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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1年4月22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监事会召开时间：2021年4月28日。

3、监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监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其中：监事黄雁以通讯的方式参会）。

5、监事会主持人：监事会主席曾成华先生。

6、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事会全体成员已对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刘庆顺 董事 因公出差 鞠兆欣

安国利 董事 因公出差 薛晓莉

孙彬 董事 因公出差 鞠兆欣

1.3� 公司负责人焦广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春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静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6,436,628,

389.60

35,982,493,373.18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017,211,

795.69

16,838,943,804.43 1.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5,514,669.96 678,585,333.20 -71.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91,451,925.43 2,706,811,461.80 1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7,210,303.91 113,088,870.93 7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223,753.66 113,218,461.78 73.31

加权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16 0.69 增加0.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0,183.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919.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7,852.20

所得税影响额 -249,566.02

合计 986,550.2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3,6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1,370,

178,016

56.8

1

0 无 0

境外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79,

008

1.25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4,515,

200

0.60 0 无 0

国有法

人

郭登海

14,453,

880

0.60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9,763,776 0.40 0 无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756,416 0.32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7,099,243 0.29 0 无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6,622,128 0.27 0 无 0 未知

张宏建 6,573,607 0.27 0 无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953,104 0.2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1,370,178,016

人民币普通

股

1,370,178,

01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79,008

人民币普通

股

30,079,008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4,515,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515,200

郭登海 14,453,880

人民币普通

股

14,453,88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9,763,776

人民币普通

股

9,763,77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756,416

人民币普通

股

7,756,416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7,099,243

人民币普通

股

7,099,243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6,622,128

人民币普通

股

6,622,128

张宏建 6,573,607

人民币普通

股

6,573,607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953,104

人民币普通

股

5,953,1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控股股东显创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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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股

票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持有股票质押或冻

结情况未知。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本期发生

数）

上年度期末数

（上期发生

数）

变动额 变动率 原因

预付款项

503,699,

536.32

293,370,

241.21

210,329,

295.11

71.69% 所属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

存货

172,996,

933.00

256,848,

046.43

-83,851,

113.43

-32.

65%

所属子公司存货减少

使用权资产

794,292,

014.02

794,292,

014.02

实施新租赁准则引起的核算科

目变化

合同负债

423,344,

980.71

257,523,

861.21

165,821,

119.50

64.39% 所属子公司合同负债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45,133,

266.52

29,393,

999.26

15,739,

267.26

53.55%

所属子公司增值税待转销项税

增加

租赁负债

821,494,

414.99

821,494,

414.99

实施新租赁准则引起的核算科

目变化

专项储备

12,348,

827.53

5,680,239.02 6,668,588.51

117.40

%

所属子公司安全生产费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7,358,423.69 4,564,294.67 2,794,129.02 61.22% 所属子公司税金及附加增加

其他收益 6,367,664.79 3,722,980.47 2,644,684.32 71.04%

所属子公司增值税加计抵减增

加

信用减值损失 4,088,677.01 -315,915.98 4,404,592.99

1394.23

%

所属子公司转回坏账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691,106.94 691,106.94 本期发生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387,039.00 1,572,119.87

-1,185,

080.87

-75.

38%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79,881.87 1,282,480.04

-1,202,

598.17

-93.

77%

所属子公司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84,282,

098.65

63,287,

378.73

20,994,

719.92

33.17% 所属子公司所得税费用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广军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17� � � � � � �证券简称：天津港 公告编号：临2021-016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公司九届八次董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天津港办公楼403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副董事长刘庆顺、董事孙彬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鞠兆欣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安国利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

面委托董事薛晓莉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席酉民、祁怀锦、杜庆春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焦广军先生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等两项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坏账准备财务核销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公司拟对所属子公司天津港第一港埠有

限公司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本次拟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共计2,915万元进行财务核销。本次核

销的应收款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已全部计提坏账准备， 故本次核销应收款项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

响。 本次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职业经理人绩效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天津港股份收购中远海运港口所持欧亚国际30%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18）。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17� � � � � � � � �证券简称：天津港 公告编号：临2021-018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天津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津港股份” ）拟通过指定境外SPV子公司收购中远海运

港口（天津欧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欧亚”或“目标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其持有的天津

港欧亚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国际” ）30%股权。交易拟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最终交

易价格为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国资监管规定备案的资产评估价格。

2.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同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 本次交易应在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交割先决条件且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TCT”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割先决条件也已被满足或被适当豁免，公司方可实施本次股权收购。 本次交

易的交割日与TCT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交易的交割日应为同一日。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口，加强与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港口” ）

的全方位合作，公司拟收购中远海欧亚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其持有的欧亚国际30%股权。

（二）交易基本情况

天津港股份拟通过指定境外SPV子公司收购欧亚国际上级股东中远海欧亚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其持

有的欧亚国际30%股权，交易拟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本次交易预计资金规模为542,471,164.75元，其中：

中远海欧亚100%股权对价为269,619,801.39元， 最终交易价格为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国资监

管规定备案的资产评估价格；关联应付账款41,816,941.77美元。

（三）审议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九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百慕大)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49楼

已发行股本：331,529,637.4港元

主营业务：码头的管理及经营及其相关业务

中远海运港口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中远海运港口，股份代号：1199），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之间接控股子公司。

表1中远海运港口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美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2.24

所有者权益 63.77

项目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10.00

净利润 3.74

公司与中远海运港口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运行。 目前，中远海运港口通过中远

海运港口（天津）有限公司及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持有TCT合计16.01%股权，以及通过中远海欧亚持有欧

亚国际30%股权。

（二）收购主体基本情况

各方同意由天津港股份指定境外SPV公司作为收购主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名称：中远海运港口（天津欧亚）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已发行股本：1美元

成立时间：2005年5月24日

注册地：Morgan� ＆ Morgan� Building, � Pasea� Estate, � Road� Town, � Tortola,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英属维尔京群岛)

中远海欧亚是独立法律实体，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有效存续且具有良好资质，可以自身名义被诉且

有能力以自身名义提起诉讼。 根据该公司注册记录和法院记录的信息，该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注册处

未见关于该公司资产的质押登记信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高等法院不存在正在针对该公司进行的诉讼。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表2中远海欧亚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1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089,609 51,089,619

负债总额 41,821,716 41,821,716

资产净额 9,267,893 9,267,903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月

营业收入 1,288,512 -

净利润 1,497,335 10

中远海欧亚2020年度审计报告由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评估事务所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中远海欧亚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比较分析后，确定以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中远海欧亚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中远海欧亚净资产账面价值为9,267,893.21美元；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41,321,675.64美元，根据

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后，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69,619,801.39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约主体

天津港股份、中远海运港口签订《关于中远海运港口（天津欧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

（二）股权转让价格以及支付安排

双方同意，目标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269,619,801.39元（以

下简称“初步评估价值” ）为基础，作为暂定的股权转让价款。 最终股权转让价款应以经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以下简称“备案评估价值” ）为准。 若备案评估价值与初步评估价值

不一致，双方将在备案完成后且天津港股份指定的子公司作为受让方与中远海运港口签署补充协议时确定最

终股权转让价款金额；若最终转让价款与暂定转让价款一致，暂定转让价款即为最终转让价款。

受让方应于交割日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以美元一次性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电汇支付最终股权转让价款，

支付美元的金额按照付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

（三）关联应付账款以及支付安排

关联应付账款指由目标公司聘请的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目标公司截至

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列明的账面应付账款。 双方确认，目标公司经审计的关联应付账款金额合计为41,

816,941.77美元。

天津港股份及受让方应促使并承诺目标公司于交割日或前述关联应付账款整合完成之日（以日期较晚者

为准）后的30个工作日内以美元向中远海运港口指定银行账户电汇支付并全额清偿应付中远海运港口的关联

应付账款。

（四）交割先决主要条件

（1）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已完成对本次转让项下交易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且对本

次转让未予禁止。

（2） 本次转让应在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交割先决条件且TCT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割先决条件也

已被满足或被适当豁免后进行交割。

（五）交割安排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与TCT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交易的交割日应为同一日。

本次交易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先决条件全部达成或被适当豁免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根据TCT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的进度，同步完成办理目标公司股东名册及董事名册就本次转让之变

更。 前述股东名册及董事名册所载变更日期应为TCT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交易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并由工商登记机关核发新营业执照之日（即交割日）。

（六）过渡期损益

本次交易的过渡期（指评估基准日之次日起(含当日)至交割日止的期间）损益均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七）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

1.各方完成本协议的签署，即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公章；

2.天津港股份指定的境外子公司与中远海运港口已签署补充协议以使该境外子公司作为受让方加入本协

议，并确定最终股权转让价款金额(如需)。

3.各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分别按照其现时有效的章程及适用法律要求完成了相关内部及外部的审

议批准程序；

4.受让方的间接控股股东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已遵守所有就本次转让及相关事项可能须遵守的所有

适用法律及规定（包括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的适用条文就本次转让及相关事项召开

股东大会及取得必要的股东批准）；

5.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APM� TERMINALS� TIANJIN� COMPANY� LIMITED书面同意本次转让并放

弃或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6.本次转让取得适当中国境外投资管理部门批准或备案；

7.就天津港股份向中远海运港口(天津)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TCT34.99%股权之事宜，完成TCT股权转让

协议的签署工作；

8.本次转让取得其他必要的前置审批、登记等手续（如有）。

（八）违约责任

1.若受让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最终转让价款，每逾期一日，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0.05%的违约金。 逾期达20日，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标的股权仍由转让方所有。

2.如转让方未按协议约定向受让方交付受让方作为唯一股东的目标公司股东名册扫描件和载有受让方委

派董事的目标公司董事名册扫描件，逾期不办理的，转让方应当赔偿由此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 逾期达20日，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3.如目标公司未遵照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支付关联应付账款，每逾期一日，应向中远海运港口支付

应付未付关联应付账款金额0.011%的资金占用费用；于交割日或关联应付账款整合完成之日（以日期较晚者

为准）后的90日，若目标公司仍未全额清偿关联应付账款的，之后每再逾期一日，应向中远海运港口支付应付

未付关联应付账款金额0.05%的违约金，不再另行加计资金占用费用。目标公司应向中远海运港口支付关联应

付账款金额时同时支付相关资金占用费或违约金（如有），前述全部款项最晚应不迟于2021年12月31日清偿。

天津港股份及受让方对前述资金占用费用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但双方另行协商的除外。

4.任何一方发生在协议项下的其他违约事件，守约方应自发现该违约事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违约方发

出书面改正通知，如违约方接到通知后20日内仍不予以改正的，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本协议项下股

权转让价款0.05%的违约金，如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的，违约方还需补足该损失。

（九）争议解决

因协议履行过程中引起的或与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任何一方书面

提出协商要求后的60个自然日内争议未能解决的， 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以普通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语言为中文。 该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预计资金规模为542,471,164.75元，其中：中远海欧亚100%股权对价269,619,801.39元，关联

应付账款41,816,941.77美元。 上述资金由天津港股份以自有资金支付。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收购欧亚国际30%股权，一是为了提升天津港在环渤海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

设；二是为了实现港航协同发展，天津港股份与中远海运港口依托天津港东北亚枢纽，拓展合作空间；三是为

了天津港股份在收购完成后能取得欧亚国际的绝对控股权，提升欧亚国际的经营水平，进一步提升天津港股

份盈利能力和资本市场形象。 本次交易完成后，欧亚国际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实现财务并表，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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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港办公楼403会议室（天津市滨海新区津港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4,345,3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6.98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焦广军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刘庆顺、董事安国利、董事孙彬、独立董事席酉民因公出差未能

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王健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 公司总裁宋天威，副总裁吴强、杜浚铭、余雷，公司财务负责人戴春晖和董事会秘书沈虹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82,934 99.9299 860,428 0.0626 101,992 0.0075

2、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82,934 99.9299 860,428 0.0626 101,992 0.0075

3、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82,934 99.9299 860,428 0.0626 101,992 0.0075

4、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82,934 99.9299 860,428 0.0626 101,992 0.0075

5、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37,934 99.9266 860,428 0.0626 146,992 0.0108

6、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80,054 99.9297 863,308 0.0628 101,992 0.0075

7、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80,054 99.9297 863,308 0.0628 101,992 0.0075

8、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90,634 99.9305 951,792 0.0692 2,928 0.0003

9、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35,054 99.9264 123,208 0.0089 887,092 0.0647

10、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91,102 99.9305 67,160 0.0048 887,092 0.0647

11、 议案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37,934 99.9266 120,328 0.0087 887,092 0.06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天津港股份有限

公司2

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3,212,618 77.0904 951,792 22.8393 2,928 0.07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屈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鹏、王婷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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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公司九届八次监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在天津港办公楼403会议室召开。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应出席会

议监事人数为5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人数为4名，监事王健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监事王

峥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空缺一席待增补。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余加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形成决议：

1.审议《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坏账准备财务核销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等两项制度的议案》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2016年修订）》的要求，监事会在认真审议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后，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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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姚志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退休原因，姚志刚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监事职务。 辞职后，姚志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姚志刚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监事

的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姚志刚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为公司及监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8日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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