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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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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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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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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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3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皓平

曾文忠

办公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

电话

0753-7887036

0753-7887036

电子信箱

gdtpzhp@126.com

tp@tap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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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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3,031,430,589.95

1,971,677,092.73

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1,501,814.30

310,628,266.96

17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6,669,880.02

282,752,410.93

192.37%

1,095,129,323.50

115,860,476.69

84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26

0.3472

108.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26

0.3472

10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4%

6.55%

3.59%

营业收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10,170,306,627.27

9,792,237,764.74

3.86%

8,678,401,017.57

8,180,587,827.06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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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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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17.73% 211,382,744

29,761,905

质押

77,000,000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11.18% 133,290,000

0

质押

31,220,000

张能勇

境内自然人

11.15% 132,930,170

0

质押

62,860,000

彭倩

境内自然人

9.56% 114,000,000

0

汇安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景睿 2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4.83%

57,539,683

57,539,683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

56,934,779

54,067,460

质押

27,033,730

霍尔果斯富格金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30,357,142

30,357,142

质押

30,357,142

南京瑞达信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2.50%

29,761,904

29,761,904

质押

29,76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8%

18,849,209

18,849,209

其他

0.87%

10,416,666

10,416,666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钟烈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7.73%股份，根据 2016 年 12 月 17 日彭
倩女士与钟烈华先生签署的《委托投票协议》，彭倩女士将其持有
的 86,775,9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8%）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委托钟烈华先生行使，钟烈华先生实际可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为
25.01%，彭倩女士系钟烈华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王军克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932,934 股，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932,9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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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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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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全国GDP同比增长6.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5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7.3%，相对去年同期的21.1%增速，回落幅度明显；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7%，高于去年同期1.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9.97亿吨，同比
下降0.6%；从区域来看，区域分化特征仍旧延续了南部稳、北部降的特点；水泥行业在需求整体稳定的情
况下，行业效益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今年1-5月份水泥行业利润达到515亿元，同比增长163.85%，已经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今年上半年，国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督查力度的不断加大，“蓝天保卫战”、“环保限产”、
“错峰生产”等多项影响到水泥产能发挥的限产措施持续发酵，水泥市场供需关系继续得到改善，行业效
益同比大幅增长，良好效益主要得益于需求和价格的高位稳定。在行业自律逐步完善和环保限产的背景下，
2018年水泥行业利润有望创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受益于良好的行业形势及文福万吨线项目第一条生产线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水泥销售
量价齐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水泥产量829.29
万吨、销量790.52万吨，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6.76%、14.25%；公司水泥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34.53%，大于水泥销售成本同比上升幅度4.57%，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由上年同期27.80%上升到42.48%，
上升了14.68个百分点；得益于水泥销售的量价齐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3,143.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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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53.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150.18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了177.34%。
今年上半年，全资控股企业实现混凝土销售39.41万方、营业收入13,334.79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了37.97%和61.52%；实现管桩销售55.02万米、营业收入7,553.68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0.04%和
48.51%。报告期内，用于公司混凝土和管桩生产的内部水泥销量为8.46万吨、内部混凝土销量为3.59万方，
在合并时已作抵销，未包含在上述披露的销量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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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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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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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坤皇
二〇一八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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