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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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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林萍 出差 刘伟英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水泥 6008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宣能 林国金 

电话 0591-87617751 0591-87617751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

号福能方圆大厦13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

号福能方圆大厦13层 

电子信箱 caixuanneng@sina.com linzy2010@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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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2,696,331.58 4,432,749,756.13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7,883,186.92 734,452,328.16 -3.6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716,812.53 -79,431,119.16   

营业收入 750,297,777.74 506,141,190.49 4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62,681.34 -109,449,25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082,511.54 -113,368,0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3 -13.12 增加7.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 -0.2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 -0.28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7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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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8 109,913,089 0 无 0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20,090,951 0 无 0 

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7 12,100,833 0 无 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

金 

其他 0.74 2,812,403 0 无 0 

徐小平 境内自然人 0.70 2,671,857 0 无 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泽泉神州牧六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2,326,900 0 无 0 

黄利军 境内自然人 0.55 2,089,700 0 无 0 

李才华 境内自然人 0.53 2,038,500 0 无 0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2,000,904 0 无 0 

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9 1,855,36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

家持有股份）与福建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二者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福

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互之间及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 1、2项情况外，公司未详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宏观环境 

2017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GDP同比增长 6.9%。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 8.6%，低于去年同期 0.4个百分点，其中：基

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1.1%和 8.5%，增速分别加快 0.2 和 2.4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7 年上半年，福建省GDP同比增长 8.3%，增幅与上年同期持平。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4.1%，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 3.2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长 2.2%，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 2.9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8.1%。 

行业状况 

今年上半年，水泥行业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通过错峰生产和加强环

保等措施，供给端得到有效控制。受益于需求端的平稳支撑，全国水泥价格总体延续

了去年下半年的向上走势，行业整体表现量稳价升，效益好转的态势。根据国家工信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水泥产量 11.1 亿吨，同比增长 0.4%；营收 4,598 亿

元，同比增长 21%；利润 333.6亿元，同比增长 248%。 



经营综述 

报告期，在福建省水泥市场需求的有效支撑和水泥厂商较好的自律下，公司水泥

销售量增价涨，水泥销量同比增长 16.21%，吨平均售价同比上涨 18.15%，但在煤炭

价格同比大幅上涨 52.84%和部分子公司售价、成本倒挂的影响下，公司未能扭亏，仅

比上年同期大幅减亏。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熟料 260.34 万吨，生产水泥 293.6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37.25％和 17.13％，实现商品销售 321.61 万吨，同比增长 28.39％。实现营业收入

75029.78万元，同比增加 48.24%，利润总额-6676.81万元，同比减亏 8,648.5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06.27万元，同比减亏 6,638.66 万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4571.68万元，同比减少 16,628.57 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