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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2-05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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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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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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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东水泥 股票代码 0004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前进 沈伟斌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

易中心 A 座 22 层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

易中心 A 座 22 层 

电话 010-59512082 010-59512082 

电子信箱 zqb@jdsn.com.cn zqb@jds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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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45,352,944.33 16,315,925,362.23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0,853,448.25 1,227,793,593.03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066,890,096.11 1,181,991,083.54 -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3,549,454.76 3,170,825,433.77 -7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92 0.8287 -48.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76 0.7476 -4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7.63% -3.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290,089,158.73 60,330,436,253.40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612,062,845.08 31,808,509,953.50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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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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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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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34% 1,178,645,057 1,065,988,043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2% 457,868,301 0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44,642,857 44,642,857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 44,642,857 44,642,857   

芜湖信达降杠杆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 44,642,857 44,642,85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

组合 
其他 1.07% 28,328,79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99% 26,422,965 0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0.73% 19,314,985 0   

许育金 境内自然人 0.65% 17,314,493 0   

董敏 境内自然人 0.55% 14,7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冀东发展集团为金隅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其与金隅集团为一致

行动人；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金隅集团控股股东。除此之外，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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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万忠波持有的 19,314,985 股股份均通过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东许育金持有的

17,314,493 股股份均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东董敏持有的 14,720,000 股份均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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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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品种三） 

12 冀东 03 112115 2012 年 10 月 15 日 2022 年 10 月 15 日 80,000 6.0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9 冀东 02 114592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24 年 10 月 28 日 150,000 4.2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21 冀东 01 149505 2021 年 06 月 11 日 2026 年 06 月 11 日 100,000 3.67%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21 冀东 02 149636 2021 年 10 月 13 日 2026 年 10 月 13 日 100,000 3.57% 

可转换公司债券 冀东转债 127025 2020 年 11 月 05 日 2026 年 11 月 14 日 177,645.50 0.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流动比率 0.93 1.18 

资产负债率 46.91% 44.01% 

速动比率 0.54 0.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5,406.66 196,418.5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3.15% 15.60% 

利息保障倍数 5.21 7.2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21 7.7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23 10.41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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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收购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山西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72%股权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在山西区域的产能结构，提升公司在山西省的市场份额及竞争力，2021 年度，公司在收购山西环

保 28%股权后，又通过公开摘牌的方式受让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环保 72%股权，交易价格为 34,725.12 万元。

2022 年 3 月底，山西环保 72%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收购山西华润福龙水泥

有限公司 72%股权完成的公告》。 

（二）回购公司 2,658 万股股份 

为维护股东的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 长效激励机制，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回购不超过 2,658 万股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6,58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7,212 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 14 元/股（含）。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已实施完毕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回购的 2,658 万股股份仍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三）控股子公司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鼎鑫）认购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山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 

为充分分享水泥行业尤其是天山股份的发展成果，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隅鼎鑫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认购天山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 37,037,037 股，认购价格

为 13.50 元/股，认购价款总额为 499,999,999.50 元，上述股份自天山股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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