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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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胜兰 独立董事 出差外地 周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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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401,85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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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桂股份 股票代码 0008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赖炽森 梅娟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

厦 3 层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号建工大

厦 3 层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 

传真 020-33970189 020-33970189 

电话 020-33970199 020-33970200 

电子信箱 000833@yueguigufen.com  000833@yueguiguf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 

1、公司主要业务为：机制糖（白砂糖、赤砂糖）的生产和销售，纸浆和机制纸（文化纸、生活用纸）的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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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铁矿的开采、加工、销售，硫酸、试剂酸（精制硫酸）、铁矿粉（硫铁矿烧渣）和磷肥（普通过磷酸钙）的生产和销售。

同时，继续开展食糖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公司继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优先安排优势产品的生产。公司于2017年6月决定退出

生活用纸成品纸的生产经营业务后，生活用纸主要以原纸生产经营业务为主。同时，公司继续通过商标许可使用的方式保持

成品纸“纯点”品牌的运作。2018年，公司继续开展食糖贸易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4.43亿元，业务量大幅增长。2018/2019

年榨季，公司控股子公司—桂林永福顺兴制糖有限公司因甘蔗原料价格偏高，市场糖价持续低迷，经测算开榨会增加较大亏

损，为此经研究决定2018/2019榨季暂不开榨，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云硫矿业完成了收购

云浮联发化工有限公司66.04%的股权,并以2018年1月31日作为合并日将云浮联发化工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联发公司

生产经营保持正常运行。 

主要产品：白砂糖、赤砂糖、纸浆（机制浆）、书写纸、生活用纸、硫铁矿矿石（硫精矿、-3mm矿、块矿、手选矿）、硫

酸、试剂酸（精制硫酸）、铁矿粉、磷肥。 

机制糖是日常生活食品，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加工、日常食用；纸浆属造纸原料；书写纸主要用于印刷、书本、书

写；生活纸是日常生活用品。硫铁矿主要用于生产硫酸、磷肥等。硫酸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原料，还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

国防、原子能工业等国民生产各领域中。磷肥是以磷为主要养分的肥料，有增加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等作用，是农业生

产的重要肥料之一。铁矿粉是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是传统的制造企业模式，采购（开采）、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完整，业务较集中。 

机制糖主要原料为甘蔗，甘蔗由农民自主种植，公司实施扶持、协助田间管理，组织收购。公司按政府行政划分甘蔗原

料区域和政府制定统一价格收购，不能跨区域或提价降价收购。甘蔗生产白砂糖和赤砂糖后，副产品蔗渣作为公司制浆原料。

甘蔗的收购量决定着公司的产糖量和制浆原料来源。制糖生产属季节性，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产品的销售则按年度

进行，销售对象主要是食品加工厂、制药厂、中间商、超市等。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开展食糖贸易、加工业务，增加营业收入

和经营效益。 

机制浆主要原料为甘蔗渣、桉木次材，公司制浆所需的蔗渣原料75%以上是向广西一些制糖企业采购。蔗渣的采购属季

节性，桉木次材是按市场价向木材加工厂或个体户收购。公司生产的纸浆首先满足自用，生产书写纸、生活用纸、原纸等，

其余直接对外销售。书写纸主要是向中间商销售；生活用纸原纸主要是向生活用纸加工企业、经销商销售。 

云硫矿业主要经营模式是开采、加工、销售。首先是原矿的开采、将原矿加工成-3mm矿、硫精矿等矿石产品；其次是以

硫精矿主要原材料生产硫酸、铁矿粉以及普通过磷酸钙（磷肥）等产品。公司具备采矿、运输、破碎、筛分、选矿、尾矿回

收等硫铁矿全流程生产能力。硫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的原矿运输至富矿生产线或贫矿生产线，加工成硫精矿、-3mm

矿等产品对外销售。公司化工厂将产品延伸至下游化工产业，主要生产硫酸、磷肥等产品。硫铁矿产品销售主要为直销，客

户主要为硫酸、磷肥、钛白粉等生产企业。硫酸类产品部分直销，大部分通过化工贸易商进行销售，客户群体主要是化工下

游产品制造企业。磷肥类产品主要通过化肥经销商销售，最终用于农业生产。公司采取内抓生产提品质、降成本，外拓市场

增销量、稳价格等措施保障经营业绩。 

3、业绩驱动因素 

机制糖业绩驱动因素： 食糖属生活必需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量也在增加，食糖的战略地位与粮食同等重

要。国内自产的食糖供不应求，靠国家进口糖来补充或平衡价格。食糖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受食糖产量、国家进口糖政

策和走私等影响较大。甘蔗原料种植规模及供应量决定着公司机制糖的产量，规模经营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公司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改进种甘蔗良种、扩大种植规模，保障甘蔗原料来源和质量，同时，把握好销售节奏，均是机制糖业绩稳

定的主要方面。 

制浆造纸业绩驱动因素：抓好制浆造纸原料采购环节，控制采购成本，扩大生活用纸原纸市场打造销售优势区域，实现

产销平衡，是保持制浆造纸业绩的重点。 

硫铁矿业绩驱动因素：2018年，硫铁矿、硫化工市场产品价格继续有所回升，处于近两年较高位，云硫矿业通过设立产

品定价委员会，建立快速灵活的定价反应机制和临时调价机制，由销售公司统一协调产品销售业务，在1-5月硫精矿价格处

于近两年高位时，采取多产多销的经营策略，奠定了全年的经营基础；积极争取铁路运费下浮，为阶段性拓展市场创造有利

条；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工艺调整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控制各项成本费用，促进效益最大化，保持生产经营稳健运作，

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公司的制糖、造纸业属传统产业，行业发展是随着人口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采矿业也属传统产业。传统产业

经营周期均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竞争影响。 

1、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食糖产量由1994/1995榨季的541.78万吨增长到2017/2018榨季的1031万吨，最高产量曾达到

1330万吨，2015/2016和2016/2017年榨季处于减产周期，2017/2018年榨季开始恢复增长。据中国糖业协会简报《2018年全

国食糖进出口数据》，根据海关统计，2018年，全国累计进口食糖28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51万吨，增长22.24%；全国累计

出口食糖19.57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3.78万吨，增长23.97%。 

据广西糖业协会网站《全国食糖产销进度》统计，2017/2018年制糖期全国共生产食糖1031.04万吨（2016/2017年制糖

期同期产糖928.82万吨），比2016/2017年制糖期多产糖102.22万吨。截至2018年8月底，2017/2018年制糖期全国累计销售食

糖889.53万吨（上制糖期同期787.5万吨）。2018/2019年制糖期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国已累计产糖240.08万吨（2016/2017

年制糖期同期产糖232.36万吨），截至2018年12月底，本制糖期全国累计销售食糖130.81万吨（2016/2017年制糖期同期销售

食糖103.83万吨）。 

食糖消费量从1994/1995年榨季的882万吨增长到2017/2018年榨季的1,500万吨左右（近几个榨季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和2017/2018年榨季处于平稳），期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其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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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增长、食品工业较快发展、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变化是国内食糖消费

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 

食糖经营的周期大致上以5-6年为一个周期，基本上是3年连续增产导致价格下降，接下来的3年连续减产导致价格上涨, 

目前食糖市场属于连续价格下跌后企稳周期。 

2、我国造纸业经过30余年的发展，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8

年全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为11660.6万吨，同比下降1.5%。 2018年国内经济整体形势基本面是平稳向好，但外部环境发生许

多变化，诸如中美贸易问题，汇率变化问题等，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出现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受此影响，2018年国内造

纸行业运行整体基本保持平稳态势，全年纸及纸板生产总量减少，集中度提高，产销基本保持平衡，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等

主要经济指标仍保持正增长，但增长率有所下降；受市场需求和原材料成本等因素影响，企业表现产生分化，中小企业困难

增多。受国内原生纸浆生产和国内回收废纸总量的制约及废纸原料进口政策的影响，造纸生产企业对进口商品纸浆需求增加，

出口量减少。  

由于近年来生活用纸原纸产能增量较快，市场竞争较激烈，加上2018年商品纸浆价格持续高位，而成本完全外延又难于

实现，使得多数生活用纸原纸生产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困难增多。  

3、矿业方面，公司的主要产品硫铁矿和硫酸，生产经营受硫化工（包括化肥、钛白粉等）和钢铁行业运行态势影响

最大。硫铁矿属于大宗原材料，具有一定周期性。硫铁矿的主要消费需求来自硫酸和铁矿粉的生产，硫铁矿行业随着下游硫

酸市场、钢铁市场等景气程度变化而波动。硫酸和钢铁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硫铁矿市场受宏

观经济周期的影响而波动。2018年受硫磺价格高企影响，部分硫磺制酸企业限产或停产，对硫铁矿制酸形成有利支撑，同时，

受下游磷肥等产品价格坚挺叠加影响，推动了硫酸价格的上涨，2018年后期，硫酸价格曾涨至430元/吨，达到六年来的价格

高点。2018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推进，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顺利完成，对钢材需求形成有力拉动，供需关系进

一步改善，市场价格处于高位震荡运行，行业效益明显改善，是近20年来效益较好的一年。 因此，2018年，受益于“三去

一降一补”政策，硫铁矿下游及钢铁市场形势较好，价格回暖。未来两年，随着冶炼酸新增产能的投产，硫酸过剩产能压力

进一步加大；但2019年1月1日起化肥出口实施零关税政策，对稳定硫酸市场是重要利好。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行业板块为食品（机制糖）、造纸（机制纸）、采矿（硫铁矿）。机制糖行业知名度高，造纸行业地

位不明显，采矿业（硫铁矿）地位较突出。 

（1）机制糖方面，近几年，广西食糖产量年均约550万吨，占全国的58%，公司年均产糖7.2万吨，占广西总产量的1.3%。

在2017/2018榨季广西区糖业“对标定标追标”工作中，公司制糖各项指标综合得分在广西甘蔗制糖厂排名中排在第15名。

公司为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制糖企业之一，生产的“桂花”牌白砂糖质量优良、历年位于全国前茅，知名度高。 

（2）机制纸方面，公司年产纸浆能力10万吨，年产文化纸能力9万吨，年产生活用纸7万吨。公司生产力占全国0.22%。

公司属广西区内大型的造纸企业之一，近几年广西区内一些糖业集团投资制浆造纸行业，加剧了市场竞争，各相关企业开工

率普遍不高。 

（3）云硫矿业方面，公司的硫铁矿产品，特点是品位高、杂质少，是硫酸工业优质原料。云硫矿业在国内优质硫铁矿

行业保持着领先地位，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6%。 

（三）报告期内进行的矿产勘探活动，以及相关的勘探支出情况。 

在报告期内，除正常的生产地质勘探工作外，公司未安排在采矿权范围内及周边进行任何探矿工作，无勘查投资支出。

矿产资源储量没有勘查增减和重算增减。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硫铁矿，矿山采矿许可范围查明硫铁矿储量20,060万吨，平均品

位31.02%，2018年末保有量13002.7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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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168,174,565.13 1,907,370,590.83 1,973,288,908.51 60.55% 1,792,118,993.01 1,792,118,993.0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88,476,007.49 79,766,204.56 85,188,855.94 3.86% 38,738,133.81 38,738,1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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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3,800,894.38 56,960,938.96 56,960,938.96 47.12% -11,444,217.40 -11,444,217.4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82,057,034.94 -2,826,893.35 23,441,637.28 1,103.23% 329,961,577.16 329,961,577.1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24 0.1193 0.1275 3.84%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24 0.1193 0.1275 3.84%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24% 2.98% 3.21% 

增加 0.03

个百分点 
1.47% 1.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994,265,404.60 3,380,565,116.33 3,557,459,167.55 12.28% 3,419,170,719.94 3,419,170,719.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730,553,641.18 2,716,956,209.50 2,695,875,891.97 1.29% 2,632,196,412.84 2,632,196,412.8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8,923,550.00 764,539,347.18 1,129,648,069.48 735,063,59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25,500.11 40,133,000.83 26,460,392.25 -9,442,88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819,655.61 38,719,345.12 25,518,112.63 -14,256,21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041,385.79 166,744,722.77 199,117,742.94 124,235,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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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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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9,596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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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浮广业硫铁矿 国有法人 31.31% 209,261,113 209,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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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3% 81,051,861 81,051,861   

广西广业粤桂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4% 75,800,000 0   

方少瑜 境内自然人 1.61% 10,769,458 0 冻结 10,769,458 

列凤媚 境内自然人 0.82% 5,510,656 0 冻结 5,510,656 

梁淑莲 境内自然人 0.61% 4,073,729 0 冻结 4,073,729 

何春雷 境内自然人 0.36% 2,379,637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2,378,891 0   

#李臣 境内自然人 0.29% 1,954,269 0   

广西贵港甘化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1% 1,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三大股东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广业粤桂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股东方少瑜、列凤媚、梁淑莲是一致行动人。其他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李臣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54,269 股。股东陈雄军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394,200 股。股东李有玲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74,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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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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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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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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度，公司的采矿业增速较快，收入和利润均呈两位数增长；公司的制糖业处于周期性下调通道，公司努力消除甘

蔗原料价格处于高位、年内糖价不断下跌的影响，通过实施对标管理，取得良好效果；公司造纸业的经营环境虽然有所好转，

纸产品市场回暖，价格上涨，但公司造纸产品规模过小，成本居高不下，经营效益受限；公司制浆产能得到正常释放，浆产

品价格高位调整，效益良好；生活用纸市场竞争剧烈，公司主抓生活用纸原纸生产，产能正常释放。报告期内，公司推进上

市公司总部职能分离，设立糖业子公司—贵糖集团，将公司原有糖浆纸资产和业务注入贵糖集团（尚未完成全部注入）。粤

桂股份作为上市公司总部专注于资本运作和投资管控职能，贵糖集团和云硫矿业则专注于各自的生产经营业务。 

面对上述经营形势和环境，公司继续深挖内部潜能，建立基于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和营销模式，实施“两稳、两降、两

拓展”经营战略和实施“一厂一策、一品一策、精准施策、全员考核”和开展“对标定标追标”管理活动，强化企业内部管

理和控制，降低成本费用；扩大食糖贸易和把握市场先机、优势产品优先安排生产，使公司保持稳健发展；公司全力投入产

业园区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厂区整体搬迁改造项目进程，但进度与计划有较大的差距；公司加快职能转变，通过创新驱动实

现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68亿元，净利润8,847.60万元。 

（一）制糖业经营方面：2017/2018年榨季，公司榨蔗83.62万吨，与上年同比增幅为15.04%；该榨季总产糖9.47万吨，

与上年同比增幅26.50%。 

2018年，机制糖营业收入43,544.76万元，比上年增加9.99%，营业毛利率3.42%，比上年减少9.70个百分点。机制糖（自

产糖）销售量8.7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30.39%。公司制糖业务，榨蔗量增幅达到两位数，同时原料蔗糖份提高，产糖率提

高，使糖的产量增幅较大； 

公司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18年11月16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扩展食糖贸易暨授权董事长审批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自2018年及之后的每个会计年度，在经营自产糖的基础上不断拓

展食糖贸易业务，每年食糖贸易销售金额不超过20亿元（不包含自产食糖业务）。2018年度，贸易糖营业收入144,721.15万

元，比上年增加307.56%，营业毛利率0.05%，比上年增加0.76个百分点。贸易糖及加工原糖销售量31.88万吨，比上年同期

增加385.98%。 

制糖是我公司的主业之一，2017/2018年榨季公司食糖产量为9.47万吨，总体规模较小。为保持、扩大公司食糖市场的

份额，不断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和提高经济效益，公司根据食糖市场的变化情况，增加食糖贸易业务，以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和

效益。 同时，我国食糖市场受进口糖的冲击很明显，2018年度进口量占国内产量约27%，再加上走私糖影响，对国内制糖企

业带来较大的冲击。 

（二）造纸业经营方面：2018年，造纸业营业收入42,937.0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86%，营业毛利率14.55%，比上年

同期增加12.51个百分点；2018年生活用纸原纸产量3.35万吨，比上年减少23.8%，销量3.34万吨，比上年减少13.71%。 

由于制浆造纸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报告期内，虽然浆纸产品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由于文化纸规模小，盈利能力受限，

而生活用纸原纸市场供需矛盾突出，整体上造纸业盈利空间受到压缩。 

根据《中国纸业网》有关资料统计，2018年中国生活用纸市场运行状况存在如下特征：1、产能高速增长，行业产能过

剩问题突出，因此目前生活用纸市场准入门口提高，新企业进军市场，必须年产能达到10万吨及以上。2、进口木浆价格高

位震荡，下游需求持续低迷，行情受需求影响较大。3、行业整体利润下降，部分中小纸企难逃高成本的重压，行业集中度

进一步提高。2014-2018年生活用纸市场呈现供大于求局面，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三）采矿及其化工业经营方面（含联发公司，上年度模拟合并联发公司）：2018年，采矿及其化工业等实现营业收入82,377

万元，同比增幅14.86%；实现利润总额18,644万元，同比增幅17.72%；实现归母净利润14,990万元，同比增幅21.80%。其中： 

1、矿石产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9,991万元，同比增长14.01%；毛利率51.50%，同比增加6.21个百分点。其中：硫

精矿销售收入44,230万元，同比增长13.22%，毛利率50.72%，同比增加7.02个百分点；-3mm矿销售收入5,365万元，同比增

长27.18%，毛利率55.95%，同比增加0.39个百分点。 

2、化工产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8,523万元，同比增长21.56%；毛利率27.74%，同比增加1.05个百分点。其中：硫

酸销售收入（含硫酸50%）13,009.56万元，同比增长47.64%，毛利率26.39%，同比增加7.62个百分点；试剂酸销售收入2,827.05

万元，同比增长51.53%，毛利率61.09%，同比增加3.50个百分点；铁矿粉销售收入9,078.85万元，同比下降2.91%，毛利率

35.07%，同比减少11.11个百分点；磷肥销售收入3,607.53万吨，同比增长4.97%，毛利率-11.96%，同比增加10.82个百分点。 

3、2018年完成其他业务收入3,863万元，同比下降12.30%。其中：供电业务2,031万元、供水业务744万元、其它1,0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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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受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影响，钢铁行业去产能目标提前完成，钢铁行业回暖；硫酸产能下降；硫磺价格处于

高位，部分硫磺制酸企业被迫减产或者停产；下游磷肥价格坚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硫铁矿和硫酸产品价格均起到很好的

支撑作用。矿石和化工产品价格相比上年有所上升，全年硫化工市场持续回暖，硫精矿价格（剔除销售联发精矿）425.57

元/吨，同比增加85.95元/吨；硫酸价格288.25元/吨，同比增加77.71元/吨；磷肥429.96元/吨，同比增加32.43元/吨。但

2018年福建和广西两家冶炼酸企业分别试车成功，年产能共270万吨硫酸，标志着硫酸行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进一步增大。但

这仅仅是近年来冶炼酸新增产能的一小部分，据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统计，2018-2019年预计新增冶炼酸产能1100万吨；另一

方面，省内有色金属副产的高硫精矿，省内逐步加大的石化行业副产硫磺利用，将对未来硫铁矿及硫酸市场产生强大的压力。 

（四）项目建设和技改工程项目投入 

2018年项目建设和技改工程项目投入13,585.37万元，累计投入20,014.68万元（不含购买土地1.61亿元）。 

（五）股权收购方面：2017年12月17日，本公司和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联发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云浮

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出让其持有标的企业66.04%的股权。按合同书约定，双方以标的企业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成交价

格，本公司一次性支付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1,349.08万元转让价款。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股比例为66.04%，成为

云浮联发化工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目前联发公司生产经营保持正常运行，2018年生产硫酸35.88万吨，试剂酸5.86万

吨，铁矿粉18.74万吨。 

（六）生产安全稳定：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领导带班值班的安全生产责任，牢

固树立以人为本和红线意识，坚持正确导向，加强安全法治，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促进公司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全年公司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无火灾、中毒、爆炸等责任事故的发生，生产总体保持安全稳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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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机制糖 435,447,623.82 14,892,297.35 3.42% 9.99% -71.32% -9.70% 

贸易糖 1,447,211,466.01 654,955.87 0.05% 307.56% -125.88% 0.76% 

原纸 200,848,330.97 23,561,599.03 11.73% -6.83% -263.53% 18.41% 

硫精矿 442,301,095.69 224,325,428.26 50.72% 13.22% 31.41% 7.02% 

铁矿粉 90,788,546.67 31,837,238.25 35.07% -2.91% -26.27%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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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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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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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

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

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以及后续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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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

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 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 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 “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 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 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 “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10. 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中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列报于“资

产处置收益”，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仍在营业外支出科目列示；  

11. 新增“其他收益”项目，用以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

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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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会计报表范围与上一年度相比，新增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青云置业有限公司、云浮联发

化工有限公司3家公司。 

    1、云浮联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8 年1月 4日召开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告编号：2017–056）。2018年1月24日，云浮联发化工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联发公司是四级企业，

主营业务是生产销售铁矿粉、电力、硫酸（81007）（仅限在其本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注册资本8,497.34 

万元。 

2、广西广业贵糖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糖业集团）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8 年 7 月 19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糖业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设立糖业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4）。 2018 年 8 月 6 日，全资子公司广西广业贵糖

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西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3、广西青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云置业）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

立项目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成立项目公司》

（公告编号：2018-064）。 2018年11月16日，全资子公司广西青云置业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西贵港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2,000万元。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广西粤桂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祥清 

                                                                                   2019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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