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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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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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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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06208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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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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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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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32-82292646

0532-82292646

电话

0532-88056092

0532-88056092

电子信箱

stock@qddftt.cn

stock@qddft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涉及钢结构行业和钾肥行业。
2021年度，公司充分发挥了钢结构制造和钾肥产业双轮驱动模式的优势，分散经营风险，实现了不同业务的动态优势互
补，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的经营业绩得到相应提高。
（一）钢结构业务订单充裕，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钢结构产品结构完善，抗风险能力突出。不同于国内大部分钢结构企业专注某一特定类别产品生产，公司的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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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电力、新能源、广播通信、石油化工、民用建筑、市政建设等多领域，能够根据下游各行业景气周期即使调整产品结构，
保证公司业绩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国内钢结构及铁塔类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异常激烈，但行业整体呈现空间大，厂家散的局面。公司产品主要应用
于涉及国际民生的国家或地方大型重点工程，该类工程对配套设备质量及交货日期要求极高。公司依托自身的工艺技术、研
发创新、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统筹管理等各方面优势，多年来拥有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在内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客户，
各类产品的综合表现处于行业领先。
1、销售上把握电网扩大投资（尤其是特高压项目集中建设）、能源电力钢结构、石化钢结构带来的契机，凭借多年的
经验，进一步明确销售区域和签订的合同总量，深化各大招投标平台的信息收集整理工作，针对重点项目，提前分析策划，
提高中标率。同时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履约能力，达到客户满意度99%。
2、公司具备业内领先的新产品、新工艺和设备工装的开发能力，拥有近百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1项）。报告期继续
加大研发创新力度，2021年研发投入6,61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2.38%，加快了对钢结构类产品生产线的技术化改造，通过生
技术改造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及成本竞争能力。
3、继续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通过完善各部门制度、流程以及信息化建设，对所有生产基地都实行了重度垂直的管理体
系，增强了对各个生产基地的深度管控能力。能更好地发挥集团技术、商务营销、生产及工程管理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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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钾产品供不应求，业务规模亟待提升
公司钾肥业务主要生产产品为氯化钾，分为粉末结晶状与颗粒状，用于农业直接施用，或者用作复合肥、复混肥生产原
料。目前境外子公司老挝开元的颗粒钾的品牌效应已经在东南亚展现，客户需求不断扩大，特别是泰国、越南、新西兰等市
场颗粒钾供不应求；而粉钾也在中国、印尼等区域站稳了市场，受到了更多客户的青睐。
1、生产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全面贯彻精益管理的思路，精心组织效益生产，严把产品质量关，
狠抓设备维护保养，强化安全环保管理，通过技术改造，优化工艺，释放生产潜力。2021年12月31日，公司“老挝甘蒙省钾
镁盐矿150万吨氯化钾一期项目工程（50万吨）”项目已全面启动，并于2022年加快推动建设。
2、销售方面：公司销售团队深入了解市场行情与客户需求，积极应对灵活调整，以保证销售利润的最大化。持续以优
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来稳定长期客户订单，产品销售至中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日本、新加坡等多个
国家，据IFA统计，东南亚、中国及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地区之一，年消费量2500万吨以上，公司规划建设产能基本
不存在消耗压力。 2022年初，公司与中农集团下属中农控股公司签署《2022年春耕保供战略协议》，携手保障春耕农业生
产的用肥需求，老挝开元钾肥生产对稳定国内钾肥供应的积极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3、2021年受制于国内与白钾签订的247美元/吨大合同价，面对海外价格快速上涨，国内进口价格不具备吸引力，进口
受阻显著，2021年进口同比减少约110万吨，旺盛种植需求下，国内去库存显著，据百川资讯信息，截至2021年12月底，国
内行业总库存同比减少约50万吨。资源供给受制于人，国内钾盐缺乏自身定价权，国内氯化钾价格从2021年3月份来持续上
涨，期间国储抛钾仍难抑价，截至2022年2月底，青海盐湖60%晶、粉第一到站价已升至3900元，处于近10年历史高位。
4、2021年12月3日，中老昆万铁路全线通车运营。中老铁路连接老挝首都万象与云南昆明，是老挝“陆锁国变陆联国”
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标志性项目，极大改善了老挝地区的运输情况，老挝开元钾盐矿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中老
铁路通车后，公司的物资人员运输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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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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11,708,008,436.33

11,769,319,568.01

-0.52%

11,808,806,332.11

7,939,201,472.58

7,821,889,017.39

1.50%

7,703,745,338.75

2021 年
营业收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2,781,752,581.61

2,651,387,450.76

4.92%

2,605,923,0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938,301.53

308,901,919.78

30.77%

304,730,04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892,820.70

222,948,898.13

65.01%

161,420,35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592,487.71

226,517,653.45

79.94%

412,842,93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7

0.2483

30.77%

0.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47

0.2483

30.77%

0.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3.98%

1.15%

4.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98,011,846.97

811,718,415.57

712,510,395.96

759,511,92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51,057.56

155,533,820.18

149,589,640.62

51,663,78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69,445.53

150,426,093.58

143,118,267.87

42,379,013.72

-241,245,524.23

386,401,180.85

-116,747,685.26

379,184,51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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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5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5,76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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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韩汇如

境内自然人

46.79%

582,131,859

质押

275,105,580

汝州市顺成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7%

77,961,234

20,000,000 质押

49,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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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方如

境内自然人

6.10%

75,932,300

56,949,225 质押

19,560,000

韩真如

境内自然人

6.10%

75,932,200

56,949,150 质押

10,100,000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

48,937,514

何艳

境内自然人

2.33%

29,046,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9,839,202

李剑

境内自然人

0.42%

5,271,771

夏钰生

境内自然人

0.40%

5,008,5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9%

4,8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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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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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
不适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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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为积极推进老挝开元甘蒙省钾镁盐矿150 万吨氯化钾项目一期工程的实施，公司于2020年启动了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募集资金事项。本报告期内，再融资事项已经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相关内容详见2021年3月8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2、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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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司全资子公司老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自贸区分行申请5,435万美元的贷款，用于老挝
开元150万吨氯化钾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溴化钠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所需，公司为老挝开元此项贷款提供最高不超过美元
5,500万元的担保。相关内容详见2021年6月2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公告（二）》（公告编号：2021-040）。
3、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
议案》，鉴于资本市场环境、公司市场价值表现和股权融资时机等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公司决定终止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并决定统筹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推进老挝开元甘蒙省钾镁盐矿150 万吨氯化钾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相关内容详见
2022年1月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及《关于境外全
资子公司氯化钾扩产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005）。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韩方如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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