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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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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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275,01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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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和产品
1、业务产能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硅酸盐水泥、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泥制造企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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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条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广东省梅州市、惠州市和福建省龙岩市，年产水泥
1,800万吨。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水泥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硅酸盐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硅酸盐水泥，主要应用于高速公路、水电大坝、铁路、机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等各类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主要指由水泥、集料、水以及根据需要掺入的
外加剂、矿物掺合料等材料按一定比例，在搅拌站经计量、拌制后出售的并采用运输车，在规定时间内运
至使用地点的混凝土拌合物，预拌混凝土主要用于各类土木工程建设。
3、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销售水泥、混凝土及管桩产品等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公司拥有“塔牌”、“嘉应”、
“粤塔”、“恒塔”四个品牌，其中“塔牌”水泥是“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著名商标”、“福建
省名牌产品”，在粤东地区是广大用户的首选品牌，并畅销深圳、东莞、惠州等珠三角发达城市，以及福
建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公司的水泥销售模式根据销售对象的不同，建立了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
的多渠道、多层次的销售网络。公司水泥销售主要以三大基地为核心，通过公路向周边市场辐射。
4、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水泥企业的盈利受水泥价格及水泥生产成本影响。公司水泥销售区域集中在粤东地区以及周边的深
圳、东莞、惠州、福建龙岩、江西赣州等周边地区。公司在粤东水泥市场的占有率较高，具有较强的产品
价格话语权，水泥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盈利水平较好。公司业绩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具有紧密关联性，广东省尤其是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当地发展的周期性，均会
对公司盈利状况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及地位
1、水泥行业的发展阶段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原材料，用水泥制成的砂浆或混凝土，坚固耐久，广泛应用于土木建
筑、水利、国防等工程，目前国内外尚无任何一种材料可以替代它的地位。
2018年，水泥行业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去产能、补短板、调结构，在节能减排、错峰生
产、优化产能结构和加强产能置换等多个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下，水泥的产能释放受到控制。我国水泥供求
关系持续改善，水泥市场价格高位稳定运行，使得2018年水泥行业利润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2018年全国
累计水泥产量21.77亿吨，同比增长3%，水泥行业实现利润1,546亿元，同比增长1.1倍。（数字来源：数
字水泥网·国家统计局）
2、水泥行业周期特点
水泥行业发展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周期性发展规律明
显。此外，水泥行业还呈现季节性特征：北方冬季、南方雨季因施工减少为行业销售淡季，公司主营业务
相应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受运输半径影响，水泥行业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通常而言，一般水泥
运输半径：陆运200公里，水运500公里，公司三大水泥生产基地都比较接近市场，地理位置优势突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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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竞争对手具有经济运输半径的优势。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广东省最具规模和综合竞争力的水泥龙头企业之一，广东本土唯一一家水泥上市公司，现有广
东梅州、惠州，福建龙岩三大生产基地，熟料产能1,163万吨，排名第19名（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水泥产能1,800万吨，公司水泥产品在粤东区域市场上占有率较高，随着文福万吨线项目第二条生产线建
成投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
公司于2006年12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列入“国家重点支持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大型企业
(集团)名单”中重点支持的60家企业，是广东地区仅有的两家入围水泥生产企业之一。2018年中国水泥上
市公司综合实力排名第十位（数据来源：中国水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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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6,630,342,487.33

4,564,082,544.33

45.27%

3,629,166,49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3,112,931.89

720,977,023.87

139.00%

454,230,18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0,458,212.92

680,885,741.22

137.99%

420,216,37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5,635,594.50

953,501,907.94

174.32%

971,056,965.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57

0.7635

89.35%

0.5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457

0.7635

89.35%

0.5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1%

13.36%

6.65%

10.10%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10,942,916,568.50

9,792,237,764.74

11.75%

6,733,787,113.97

8,975,671,061.54

8,180,587,827.06

9.72%

4,677,645,532.2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225,485,485.98

1,805,945,103.97

1,491,436,674.04

2,107,475,2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594,171.07

489,907,643.23

387,027,708.73

474,583,40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7,635,574.25

479,034,305.77

366,835,029.95

426,953,30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960,680.31

859,168,643.19

459,322,304.09

1,061,183,9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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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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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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51,782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6,21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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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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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17.73%

211,362,744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10.52%

125,472,598

质押

3,950,000

张能勇

境内自然人

10.48%

124,977,509

质押

45,830,000

彭倩

境内自然人

9.56%

114,000,000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6%

56,801,679

汇安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华润信托·景睿 2 号单 其他
一资金信托

3.37%

40,180,7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2%

33,600,574

霍尔果斯富格金天股权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2.36%

28,084,042

质押

15,178,570

南京瑞达信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1.75%

20,823,997

质押

13,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11%

13,185,809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9,76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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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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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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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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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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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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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环境
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持续显现。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
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9%，增速较上年回落1.3个百
分点；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9.5%，增速较上年增长2.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低位运行，2018
年同比增长3.8%，增速下滑明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行业状况
2018年，水泥行业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去产能、补短板、调结构，在节能减排、错峰生
产、优化产能结构和加强产能置换等多个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下，水泥的产能释放受到控制。2018年房地产
新开工的增速和扶贫攻坚的农村需求对冲了基建投资下滑的影响，水泥需求总体平稳。我国水泥供求关系
持续改善，水泥市场价格高位稳定运行，使得2018年水泥行业利润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2018年全国累计
水泥产量21.77亿吨，同比增长3%，水泥行业实现利润1,546亿元，同比增长1.1倍。（数据来源：数字水
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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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综述
2018年，公司在董事会的决策部署下，按照做大做强水泥主业、整合提升混凝土产业、加快发展新兴
产业的工作思路，努力推进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紧紧围绕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
行业水泥价格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加强市场营销管理，抓住市场有效需求，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努力化解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压力，强化指标管控和生产运行管理，提升经营质量；继续优化混
凝土产业布局，加快处置协同效应较差的搅拌站点。文福万吨线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加强内部
协调，推进精细管理，短期内实现了达产达标。在水泥行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新高的大环境下，并受益于公
司文福万吨线项目一期产能的释放，公司实现了量价齐升的良好局面，使得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
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水泥产量1,806.68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7.40%；实现水泥销量1,795.29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5.74%；报告期公司水泥销售价格同比上升了26.52%，因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水泥销售
成本同比上升了6.13%，水泥销售价格的上涨高于成本的上升使得综合毛利率提高了10.83个百分点；报告
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3,034.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5.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311.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39.00%；每股收益1.4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9元。报告期末，公
司根据《2018-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计提了用于员工持股的年度激励奖金8,667.44万元，导致本
年度净利润有所减少。
下游产业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及控股搅拌站实现混凝土销量80.87万方，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7.63%，实现营业收入29,347.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4.69%；实现管桩销量85.26万米，较上年同期
下降了20.19%，实现营业收入11,61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53%，管桩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系
价格上升影响大于销量下降影响。报告期内，用于公司混凝土和管桩生产的内部水泥销量为18.80万吨、
内部混凝土销量为9.79万方，在合并时已作抵销，未包含在上述披露的销量数据中。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发展与环保并重，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制定实施
了建设绿色生态水泥工厂的行动计划，采取管理、技术、生态修复的系列办法措施，深入推行清洁生产，
落实环保管控措施，扎实推进绿色工厂建设，主要污染物实现超低排放，在资源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绿
色环保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另外，公司为了利用有热值的固废替代水泥窑燃料，实现固废的资源化和
有效利用，达到降低能耗目的，将依托企业技术优势，探索建设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广东省优秀企业”、“广东省民营企业100强”、“2018年度广东省最佳雇主企业”、“改革开放40周
年广东省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实际控制人钟烈华先生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广东省优秀企业
家”。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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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水泥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6,175,547,873.70 2,264,392,457.04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41.78%

46.43%

289.43%

11.19%

电力

3,185,872.84

269,206.25

29.42%

-17.28%

-7.35%

17.10%

石灰石

3,043,201.60

664,330.91

55.51%

-2.92%

-37.46%

23.69%

商品混凝土

293,473,310.53

26,443,596.68

19.88%

44.69%

7.95%

0.78%

管桩

116,156,994.22

-10,262,114.05

9.37%

5.53%

72.05%

6.8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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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1）合并、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应收
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分别
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为155,410,995.07元、29,834,356.09元，上期金额分别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
为418,411,195.02元、19,017,386.67元；“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
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
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
期金额分别为985,253,908.62元、412,515,843.65元，上
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 管理层
期金额分别为793,972,859.88元、405,567,285.86元；
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 已批准
合并、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分别调增“其他应收款”本
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期金额3,157,152.77元、3,157,152.77元，上期金额0元、
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
0元；分别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0元、0元，上期
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
金额26,583.34元、26,583.34元；分别调增“固定资产”
“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本期金额0元、0元，上期金额0元、0元；分别调增“在建
整。
工程”本期金额21,710,588.53元、21,710,588.53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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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期金额5,617,517.26元、5,617,517.26元；分别调增“长
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元、0元，上期金额0元、0元。

（2）合并、母公司利润表中新增“研发
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
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
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
管理层
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已批准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作为其他与
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
收益”项目中填列。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3）合并、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管理层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
已批准
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4）合并、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将企业
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
管理层
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
已批准
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
报。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合并、母公司利润表中，分别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3,066,690.03元、3,066,690.03元，上期金额
3,260,939.62元、3,260,939.6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合并、母公司利润表中，分别调减“营业外收入”本期金
额626,558.31元、273,238.20元，上期金额209,148.79元、
191,111.61元，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合并、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分别为0元、0元，上期金额分别
为0元、0元。
合并、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分别调增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中政府补助本期金额1,349,246.00 元、0
元，上期金额2,033,400.00元、0元。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本公司无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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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孙公司全南县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梅县新恒发混凝土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坤皇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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