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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4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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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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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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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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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股份 股票代码 0008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芹 叶虹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1256 号天合大厦 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1256 号天合大厦 

电话 0991-6686790 0991-6686791 

电子信箱 lixq3366@126.com tsgfyeho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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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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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1,194,347.10 2,597,011,868.89 1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7,989,526.67 25,507,270.63 1,10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4,688,153.07 23,018,174.43 1,26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7,523,357.61 407,434,103.89 5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37 0.0290 91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37 0.0290 91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0.43%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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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4,489,914.79 18,466,395,589.01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99,555,857.79 7,351,055,675.0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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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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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87% 481,003,309 1,686,217,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1% 23,205,2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208,39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8% 1,911,888 0   

三星资产运用株式会社－

三星中国中小型股精选母

基金 

境外法人 0.18% 1,910,500 0   

叶树宁 境内自然人 0.16% 1,670,200 0   

曹雪芹 境内自然人 0.15% 1,611,135 0   

何京霖 境内自然人 0.14% 1,430,000 0   

苏毅华 境内自然人 0.13% 1,389,8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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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萍 境内自然人 0.12% 1,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未知上述除该公司外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叶树宁截止本报告期末合计持股 1,670,200 股，其中在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670,200 股。公司股东曹雪芹截止本报告期末合计持股

1,611,135 股，其中在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股 1,611,135 股。公司股东何京霖截止本报告期末合计持

股 1,430,000 股，其中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股 1,430,000 股。公司股东苏毅华截止本报告期末

合计持股 1,389,836 股，其中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389,836 股。公司股东王莉萍截止本报

告期末合计持股 1,300,000 股，其中在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3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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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股份）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建材股份）进行换股吸收合并事宜，详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3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合并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0 号）。合并后中国建

材股份存续，中材股份正在办理注销登记、证券过户等相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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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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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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宏观环境 

2018年上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 2018年1-6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73万亿元，同比增长6%。2018年1-6月份，新疆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下滑48.9%；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同比上升5.3%。（数据来源：Wind） 

（二）行业环境 

2018年上半年，我国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环保督查力度不断加大，水泥行业大力实

施“错峰生产”“环保限产”等多项限产措施，市场供需关系继续改善，主要产品水泥价格稳中有升，库存低

位运行，行业利润大幅增长。 

2018年1-6月，全国累计水泥产量9.97亿吨，同比下降0.6%。2018年前5个月，全国水泥行业利润总额

为514.91亿元，同比增长163.86%。（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2018年1-6月，新疆区域受到PPP项目清理影响，水泥市场景气度下降。新疆区域1-6月累计水泥产量

1,341.53万吨，同比下降22.3%；江苏区域1-6月累计水泥产量6,712.64万吨，同比下降11.6%。（数据来源：

Wind） 

（三）经营综述 

2018年上半年，公司认真研判行业动态和区域市场环境变化，积极执行行业错峰生产，贯彻新疆“电石

渣错峰置换”政策，持续推动行业健康发展。面对水泥需求下降、环保压力增加、原煤及运费涨价的挑战，

深入践行“价本利”理念，在水泥价值链各环节精耕细作，降本增效，不断提升运营质量；公司持续推进物

流优化，营销创新，不断提升组织和人员效能；加强内部控制，做好全过程风险管理，促进管理提升；持

续强化党建工作，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71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08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

长1,1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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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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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