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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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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通股份 60383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奕鹏 蔡怿旬 

电话 0768-2972746 0768-2972746 

办公地址 潮州市潮州火车站区南片

B11-4-1地块 

潮州市潮州火车站区南片

B11-4-1地块 

电子信箱 hyp@sitong.net hyp@sitong.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49,838,785.36 789,556,615.96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11,820,539.99 689,233,473.90 3.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214,063.60 26,070,200.46 169.33 



营业收入 192,875,245.75 222,860,497.25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914,585.46 27,695,009.16 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436,194.65 25,684,999.38 2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8 4.19 增加0.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0 3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6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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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蔡镇城 境内自

然人 

9.65 25,736,880 25,736,880 无 0 

蔡镇锋 境内自

然人 

9.62 25,664,624 25,664,624 质押 25,664,624 

蔡镇茂 境内自

然人 

9.62 25,664,624 25,664,624 质押 25,664,624 

李维香 境内自

然人 

9.62 25,664,624 25,664,624 质押 17,174,600 

蔡镇通 境内自

然人 

9.62 25,664,624 25,664,624 质押 8,000,000 

蔡镇煌 境内自

然人 

9.62 25,664,624 25,664,624 质押 25,664,600 

汕头市龙湖区富祥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0 12,000,000 0 质押 12,000,000 

陈庆彬 境内自

然人 

3.67 9,800,000 0 质押 9,800,000 

苏国荣 境内自

然人 

2.13 5,680,000 5,680,000 质押 5,680,000 

蔡培周 境内自

然人 

2.12 5,660,000 5,660,000 质押 5,6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中，蔡镇城、蔡镇茂、李维香、

蔡镇锋、蔡镇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亲属蔡镇煌为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蔡镇城、蔡镇茂、蔡镇锋、蔡镇通、

蔡镇煌以及李维香的配偶蔡镇鹏为兄弟关系，苏国荣为蔡

镇城配偶之外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由于受美国贸易战升温影响，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

面临调整放缓下行，面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公司董事会带领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继续

推进公司转型升级，推动公司 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业务的发展，提升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1.加强市场营销，努力巩固外贸出口业务，维护巩固与大客户的合作，积极参加有代表性的

国际展会，同时通过拓展电子商务、酒店市场等多种方式，加大企业及品牌宣传，优化公司内外

销业务结构。  

2.加强生产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人员效率，进一步增强全员成本意识。通过建设原材料标

准化项目，加快原材料的研发及标准化，降低原材料质量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为公司产品技

术升级做好准备。 

3、加强产品开发，提升技术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积极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器型，在制造工艺、产品

体系和风格器型上，更加贴近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获得消费者更多的关注。 公司继续加大

高素质研发人员的引进力度， 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目前，公司在高温强化瓷技术方面，处

于引领行业标准的地位。 公司积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展应用型技 术攻关, 

实施“超大截面智能化陶瓷燃气隧道窑综合节能环保技术与工程示范”，研发并建设高效 节能型

燃气隧道窑，进一步降低产品的烧成能耗水平，降低烧成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4、加快产能配套，强化渠道物流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80 万件卫生陶瓷生产线的建设项目”“ 年产 1000 万件日用

陶瓷生产线的建设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为市场营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足的产能保障；



全面实施信息系统升级，运行物流信息平台、产品信息库，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同时，公司加快

了国内外经销商和销售点的布局，加强与物流公司的合作，推进内部物流与外部物流之间的协同，

服务于全国各大销售渠道。 

5、严格品质管控，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品质管控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质量评价体

系标准，从研发、供方、来料、过程、成品进行品质全面检验核查，推动质量工程，打造全员的

精品意识，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6、推进人力资源建设，提升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管理班子建设，改革薪酬福利政策，

完善内部竞聘机制，引进“高热稳定性、高强度骨质瓷研发技术团队”，培养关键岗位后备人才，

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7、探索资产重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及自身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探索资产重组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 8月 14日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计估计变更，公司根据生产设

备的性能及预计使用年限（寿命），对“会计估计-折旧”进行修改，将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变更

为：5-12 年，残值率不变。具体为：整线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10 年，使用频率高、金额较小

的单体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5 年，其他生产设备折旧年限不变。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不改变以前期间的会计估计，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镇城  

2018年 8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