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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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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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250,378.18 4,072,695,518.47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4,584,315.90 603,146,302.67 26.7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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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911,595.28 -245,716,812.53   

营业收入 1,266,440,971.87 750,297,777.74 6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186,363.00 -43,062,68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672,148.96 -45,082,5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2 -5.93 增加38.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0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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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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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金海 境内自然人 1.16 4,41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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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方 境内自然人 0.48 1,820,885 0 无 0 

胡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6 1,742,468 0 无 0 

李志星 境内自然人 0.42 1,610,300 0 无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永利 32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2 1,600,000 0 无 0 

柳杨格 境内自然人 0.39 1,48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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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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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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GDP同比增长

6.8%，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2.6个百分点。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7.3%，增

速同比大幅回落 13.8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9.7%，增速同比提高

1.2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水泥网，水泥大数据研究院） 

2018 年上半年，福建省 GDP同比增长 8.2%，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0.1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0.7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增长 1.6% ，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 1.4 个和 0.6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经营综述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尤其是三年蓝天保卫战等环保治理措施施行的影

响下，2018年上半年，福建省水泥企业加强自律，较好落实错峰生产，加上外省入闽

水泥减少，省内水泥价格相对维稳。 

报告期，公司聚焦生产经营主要问题及重点工作，多措并举，以绩效考核为抓手，

持续开展管理提升活动，成效明显，呈现产销两旺、量价齐升的良好态势，对比上年

同期，商品毛利率提升23.45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扭亏并大幅盈利，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18.64万元，为公司同期历史之最。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熟料 327.39万吨，生产水泥 377.46万吨，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25.76％和 28.54％,实现水泥销售（含商品熟料，下同）394.46 万吨，同比增长

22.65％，水泥销售均价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38.03%，实现营业收入 126,644.10 万元，

同比增加 68.79%，利润总额 31,984.88 万元，同比增加 38,661.69 万元，归属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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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518.64 万元，同比增加 26,824.9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791.16 万元，同比增加 58,362.84 万元。 

年度预算调整情况： 

2018 年上半年，在福建省水泥市场供需关系改善情况下，水泥价格处于相对高位，

维稳状况超出公司原先预期。面对机遇，公司管理层提出了调整本年度预算的方案，

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前后的预算主要指标对比如下： 

主要指标 调整后 调整前 

水泥产量（万吨） 740 740 

水泥销量（万吨） 740 740 

营业收入（万元） 256,937.29 193,055.58 

成本费用（万元） 209,921.12 205,6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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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2018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