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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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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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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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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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铁塔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4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良军

纪晓菲

办公地址

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318 号

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318 号

电话

0532-88056092

0532-88056092

电子信箱

stock@qddftt.cn

stock@qddftt.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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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22,748,595.62

1,040,267,999.19

3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8,127,115.86

161,220,839.01

4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7,009,107.87

159,947,111.47

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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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780,073.33

176,603,660.99

56.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07

0.1277

41.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07

0.1277

4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2.26%

0.73%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1,892,734,507.50

11,363,749,429.74

4.66%

7,657,014,604.02

7,464,720,084.4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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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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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汇如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新余顺成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合伙企业（有限
人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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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6%

600,271,904

190,771,904 质押

414,806,316

12.55%

158,388,752

158,388,752 质押

56,500,000

韩真如

境内自然人

6.95%

87,750,000

65,812,500 质押

18,500,000

韩方如

境内自然人

6.95%

87,750,000

65,812,500 质押

18,500,000

四川产业振兴
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0%

71,908,824

潘晓东

境内自然人

1.36%

17,199,200

刘国力

境内自然人

0.97%

12,229,559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四组合

其他

0.88%

11,159,750

李剑

境内自然人

0.46%

5,783,083

孙田志

境内自然人

0.38%

4,792,700

公司股东韩方如、韩真如、韩汇如为姐弟关系，系关联股东，非一致行动人；新余顺成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文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关联企业，系业绩承诺
的说明
一致义务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不适用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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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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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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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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面对依然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一方面，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与工作目标，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加强生产管理，提升生产工艺水平，保证产品质量，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公司钢结构业务稳健发展；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提升老挝开元钾肥市场竞争力，开发
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充分发挥钢结构制造+钾肥产业双轮驱动模式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274.86万元，同比上升36.77%；实现营业利润27,391.85万元，同比上升28.67%；实
现利润总额27,522.35万元，同比上升28.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12.71万元，同比上升41.50%。其中，
钾肥业务营收呈现一定的季节性变化。
一、钢结构行业
公司具有国家住建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和中国钢结构协会颁发
的钢结构制造企业特级资质证书，同时拥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以及广播电视全系列生产许可证和输电线路750kv生产许可
证，是国内能够生产最高电压等级1000kv输电线路铁塔的企业之一。
公司的钢结构业务优势突出，公司产品的行业地位综合表现为行业领先。近几年，公司一方面巩固主营业务产品市场占
有率，从市场营销、研发创新、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针对新的市场变化，公司管
理层积极开拓，主动求变，已先后向光伏能源钢结构、工业仓储钢结构、烟气净化钢结构市场进行了拓展，并在经营模式多
元化方面做出有效尝试。报告期内，在上游钢材行业“去产能”及环保监管强化等大环境影响下，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经过
不懈努力，全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公司钢结构业务得到稳健发展。同时，公司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持续规范生
态安全环保管理工作，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增加环保设备投入，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机制，以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二、钾肥行业
全资子公司老挝开元拥有约141平方公里的钾盐矿区，其中首采区龙湖矿区41.69平方公里就拥有钾盐资源量2.2亿吨，根
据业内专家推断，上述储量排名亚洲居首、世界前十。其余99.27平方公里矿区，根据勘探结果，该区域内拥有钾盐资源量
1.85亿吨，为特大型钾盐矿。老挝开元的主要产品为氯化钾，氯化钾主要用途为生产农用复合肥料，另外还可应用于其他钾
盐制取、医疗、电镀、石油等工业领域。根据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肥）行业分会的数据，中国氯化钾消费量中约有80%
用于肥料；由于其性价比高，氯化钾在农业用钾中起主导作用，占钾肥施用量的90%左右。作为农业三大基础肥料之一，钾
肥是实现农业增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资之一。而我国耕地普遍缺钾，同时钾肥施用比例较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
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粮食刚性需求将支撑钾肥施用量不断增长。
目前老挝开元钾肥在一期拥有产能50万吨/年的条件下，通过技术改革和工艺优化，提升各项生产指标，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了稳产增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通过优化物流运输模式，延伸产业链，构建了辐射东南亚的营销网络。
在国际上拥有老挝及周边国家的固定客户群，国内与各大复合肥公司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也逐步向台湾、韩国等其他目
标市场进行延伸扩展，取得一定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50万吨/年氯化钾项目生产运营情况正常，自项目达产以来老挝开元累计生产钾肥产品200余万吨。随着
产品不断运回国内、投放市场，印有“老挝开元”LOGO的钾肥产品已分布在国内主要钾肥消费区域，并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
致好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钾肥需求缺口。
老挝开元已成为境外开发钾肥资源企业中反哺国内的先行者。这在我国钾肥行业前进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目前，
老挝开元已成为大型的海外钾肥生产企业，由于项目建设资金尚未筹措到位，老挝开元二期150万吨/年氯化钾项目建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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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预期，根据目前资金筹措进度，预计2021年随着资金的陆续到位老挝开元将加快二期建设，届时待产能逐步释放后，将
更加有效填补国内钾肥需求缺口，并将极大程度上影响国际钾盐行业竞争格局。
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和优惠政策的支持将有效的促进钾肥行业的发展。受益于钾肥作为我国战略稀缺资源以及“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老挝开元钾肥项目自建设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获得了国家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获得了
老挝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列入老挝政府重点项目。在全球经济复苏、粮食价格触底回暖的大背景下，农化产品价格存上行动
力，此前数年氯化钾价格低迷，企业扩产高峰的时期已过，市场上没有新增钾肥资源的开采，钾肥在经历多年的价格低位之
后，价格已呈现逐年回升的态势，且2018年氯化钾大合同销售价格较2017年价格提升60美元/吨，预计未来的销售价格仍有
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同时，美元汇率的波动对于公司的境外钾肥销售收入的折算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2019年是公司业务转型为钢结构制造+钾肥产业双轮驱动模式的第四个年度，公司的盈利水平及综合竞争力都有大幅度
提升，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发展战略正在稳步实施。公司将通过双主业模式，分散经营风险，实现不同业务的优势互补，进一
步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积极取得股东的支持与认同，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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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描述
①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新金融工具准则。
②财政部于2019年4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财务报表已按照修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编制。
③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财
务报表无影响。
④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财务报表
无影响。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调整前

重分类/计量

2019年1月1日账面金额

调整后
2019年1月1日账面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4,641,757.6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26,881,757.63

-326,881,757.63

其他流动资产

231,403,665.60

-217,76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39,811,200.00

-739,811,2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39,811,200.00

13,643,665.60

739,811,2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调整前

重分类/计量

2019年1月1日账面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9年1月1日账面金额
534,641,757.6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26,881,757.63

-326,881,757.63

其他流动资产

207,819,851.28

-207,760,000.00

27,410,000.00

-27,41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调整后

27,410,000.00

534,641,757.63

59,851.28

27,4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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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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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韩方如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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