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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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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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届时分配时总股本 1,192,275,016 股扣除回购专
户上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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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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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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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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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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
公司文福万吨线项目二期工程建成投产，新增水泥产能400万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水泥产能已达2,200万
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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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东地区具有较高知名度，并畅销深圳、东莞、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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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并存的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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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企业的盈利主要受水泥产销量、销售价格及水泥生产成本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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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等地区，这些地区未来水泥需求较旺盛。公司在
粤东水泥市场的占有率较高，水泥销售价格相对较高，盈利水平较好。公司生产成本主要受煤炭、电力价
格影响较大。公司业绩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水泥行业相关的错峰生产、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以及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等具有紧密关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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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泥工业先后经历了初期
创建、早期发展、衰落停滞、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阶段。目前行业已步入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阶段，行业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近几年，随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进入攻坚阶段，
错峰生产成为主要抓手，行业自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供需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稳增长”仍存在一定
的基础，水泥行业的发展会保持相对稳定。
2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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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半径为陆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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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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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广东省规模较大和综合竞争力较强的水泥龙头企业之一，现有广东梅州、惠州，福建龙岩三大
生产基地，截至报告期末熟料产能1,473万吨，排名第14名（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水泥产能2,200万
吨，公司水泥产品在粤东区域市场占有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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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协会发布
的2020年中国水泥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排名中，公司排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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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046,663,031.11

6,890,702,383.14

2.26% 6,630,342,48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2,154,742.41

1,733,479,230.94

2.81% 1,723,112,93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30,792,041.81

1,490,956,415.93

9.38% 1,620,458,21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9,137,202.21

2,077,724,552.45

16.43% 2,615,635,59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069

1.4574

3.40%

1.4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69

1.4574

3.40%

1.4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2%

18.42%

-0.80%

20.01%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2,610,528,058.63 11,752,022,732.06

7.31% 10,942,916,56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46,062,875.63

6.78% 8,975,671,061.54

9,782,622,5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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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91,154,033.07

1,808,094,407.24

1,876,235,892.48

2,371,178,69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434,077.12

595,418,087.50

458,898,459.43

404,404,11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1,198,519.33

497,878,498.26

421,295,980.31

380,419,04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444,942.15

677,138,907.12

835,435,382.06

1,043,007,8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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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72,968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75,895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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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16.61% 198,001,330

彭倩

境内自然人

9.56% 114,000,000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7.93%

94,584,956

张能勇

境内自然人

6.17%

73,504,4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0%

36,913,371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
其他
股计划

1.59%

19,004,900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境内非国有
户
法人

1.38%

16,434,605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1%

7,229,965

其他

0.56%

6,672,126

其他

0.53%

6,356,000

其他

0.53%

6,356,000

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财通证券资管－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资管智汇 8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证券资管－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司－财
通证券资管智汇 8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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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烈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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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彭倩女士系钟烈华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财通证券资管－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资管智
汇 8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资管－宁波上融物流有限
公司－财通证券资管智汇 8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方为铜
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司。浙江上峰建
材有限公司、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
司均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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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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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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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宏观环境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国民经济稳定恢复，主要目标完成好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
布数据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同比增长2.9%，增速较上年回落
2.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增速较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0%，增
速较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行业状况
2020年，水泥行业经济运行表现为“急下滑、快恢复、趋稳定”的特征。水泥产销量实现同比增长由
负转正，2020年全年水泥产量达到23.77亿吨，同比增长1.6%，保持高位平台期。水泥价格处于高位震荡，
呈现出“先跌后扬”的“V”字型走势，价位水平与2019年相当，行业实现营业收入9,960亿元，同比下降
2.2%，利润总额1,833亿元，同比下降2.1%，行业依旧保持了稳健发展态势。（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经营综述
2020年，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牢牢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保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坚持做好
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等工作，在环保治理、智能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进一步推进绿色水泥矿山、智能
水泥工厂、一级安标等建设，推进水泥产业高质量发展，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水泥产量1,952.32万吨，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24%；实现水泥销量1,921.95万吨，
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了0.88%，同时实现新增熟料销量60.17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0.47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了2.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81%。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水泥销售的影响，并得益于文福万吨线项目二期顺利投产，
公司实现了水泥和熟料产销量小幅增长；粤东市场水泥价格自年初开始高开低走，使得公司全年水泥销售
价格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了0.17%；得益于煤炭价格下降等影响，公司水泥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3.90%，成本下降大于售价下降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上升了1.99个百分点。受此叠加影响，报告期公
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了小幅增长。同时，公司所持证券、基金类金
融资产实现正向收益，进一步增厚了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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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5万方，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0.60%；实现营业收入25,432.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7.32%。报告期内，用于公司混凝土生产的内
部水泥销量为14.33万吨、内部混凝土销量为5.25万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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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定信念，全面落实“六稳”“六保”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工作；在
严密防控的同时，争分夺秒推进文福万吨线项目二期工程建设，4月底圆满完成建设任务并顺利点火投产，
公司水泥产能规模进一步提升，在粤东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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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工厂智能化、管理信息化、产业绿色化并取得明显成效。在扎实做好主业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新兴
产业发展道路，推进建设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加快大健康产业项目发展步伐，推动石灰石矿山废石、
废土的综合利用，加快辅材矿点发展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荣获“广东省建材质量标准优秀企业”、“2018-2019年度建材行业经济运行监
测分析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019年度朝阳环保杯中国水泥熟料产能20强”、“2019
中国水泥行业品牌影响力企业广东省十强”、“2019中国水泥行业年度杰出企业智能工厂卓越奖”、
“2019年度广东省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连续22年1998-2019年度）、
“2019年度广东建材绿色制造示范企业”、“错峰生产突出贡献奖”、“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
献民营企业”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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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

营业收入
6,523,927,548.69

营业利润

毛利率

2,641,794,601.13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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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4.93%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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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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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
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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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
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

将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相关的预
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董事会审批

母公司

预收款项

-241,907,315.33

-75,352.69

合同负债

214,288,499.19

66,683.80

27,618,816.14

8,668.89

其他流动负债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321,195,047.21

-4,433,266.48

合同负债

286,621,822.16

3,923,244.67

34,573,225.05

510,021.81

其他流动负债

对2020年度的影响金额（元）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21,453,058.53

销售费用

-21,453,058.53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
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
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
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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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用于按
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
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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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了新设的塔牌环保（公司持股100%，未实际出资）和惠州塔牌矿业有限公司（公司间
接持股100%），减少广东塔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坤皇
二 〇 二 一 年 三 月 十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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