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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水泥 (914 HK; 43.85 港元; 目标价: 58.8 港元)  
贸易业务放量助收入高增  自销水泥吨毛利继续提升    
 
贸易业务放量助 1H19 收入高增 57%，水泥业务盈利增长推动净利润增+18%，区域表现分化，海外较快增

长。公司 1H19 营收 716.44 亿元，同比+56.6%；其中水泥/熟料/骨料/商品混凝土/贸易业务分别为

435.7/46.2/4.6/0.2/197.4 亿元，同比+11.4%/+29.7%/+33.5%/-60.4%/+1027%。水泥产品中 42.5/32.5R 水泥

营收 327.9/107.8 亿元，同比+18.6%/-5.8%。区域看，东部/中部/南部/西部营收为 136.1/153.2/79.8/105.0 亿

元，同比+11.3%/+18.9%/+18.9%/+6.1%，东部、中部量价齐升，南部受雨水扰动量增价稳，惟西部量增而价

格下行；出口/海外营收 3.7/8.9 亿元，同比-56.6%/+85.3%，海外产能逐步发挥，销量高增+50%。1H19 毛利

232.5 亿元，同比+14.9%；归母净利润 152.6 亿元，同比+17.9%。 
 
自销水泥熟料量价齐升，原料价格上涨及人工成本增加带动成本上涨，吨毛利保持高位。销量上，公司 1H19
水泥熟料自销 1.46 亿吨，同比+6.0%；价格上，公司 1H19 吨价格 330 元，同比+20 元 (+6.6%)，较 2018 全

年+2 元 (+0.6%)；成本上，1H19 吨成本 176 元，同比+9 元 (+5.5%)，较 2018 全年+2 元 (+1.4%)，其中原材

料/燃料/折旧/人工及其他吨成本为 39/98/13/26 元，同比+7.6/-3.3/+0.1/+4.8元，煤价下行使燃料成本略降，原

料及人工成本提升导致吨成本提升。1H19 吨毛利 155 元，同比+11 元 (+7.7%)，较去年年末持平，保持较好状

态。 
 
低毛利的贸易业务高增拖累整体毛利率，但自销产品毛利率仍提升，费用率下降，经营现金流保持优秀。公司

1H19 毛利率 33.6%，同比-11.2pcts，而剔除贸易业务后，自销产品毛利率在高位上继续提升 (47.2%，同比

+0.5pct)。综合费用率 5.2% (同比-2.0pcts)，其中销售/管理/财务费用率为 2.9%/3.2%/-0.9%，分别同比-0.8/-
0.4/-0.8pcts。1H19 财务费用-6.3 亿元 (去年同期-0.7 亿元)，主要为利息收入增加所致。现金流方面，1H19 经

营现金净流入 145.0 亿元 (同比+21.4%)，投资现金净流入 4.2 亿元 (去年同期净流出 10.7 亿元)，筹资现金净

流出 90.2 亿元 (去年同期净流出 102.1 亿元)。 
 
入股安徽省港航集团拓展航运资源，进一步巩固“T 型”战略布局。2019 年 6 月，海螺水泥以芜湖海螺物流

为资产入股安徽省港航集团，该集团是安徽省整合港口、航道、航运、临港产业及相关资源的主要平台，海螺

水泥入股后将进一步完善其“T 型”战略布局。需求端来看，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基

建、地产需求仍有较大韧性空间。叠加传统市场已有良好协同基础，我们认为，下半年雨水扰动后，公司在优

势区域盈利能力有望稳定高位。 
 
风险因素：逆周期调节、错峰生产力度不及预期；雨水等天气因素扰动。 
 
建议关注：综合考虑华东地区稳步提升，市场竞争格局良好，以及海螺水泥进一步巩固“T 型”战略布局，市

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维持 2019-21 年 EPS 预测 6.30/5.72/5.15 元，对应 PE 为 6.2x/6.8x/7.6x，建议投

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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