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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15 年 1 月 28 日，我们对北新建材（000786）进行了调研，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史可

平就公司经营状况、行业走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下文是此次交流纪要。 

纪要： 

公司战略 

2015 年经营计划 

石膏板业务方面，公司将继续拓展隔墙领域、家装领域的应用；龙骨业务方面，争取配

套比例进一步提升，但仍以龙牌为主。 

中长期业务规划 

石膏板产能扩张、龙骨给石膏板配套依然是主要业务，公司正在积极培育下一个可能做

成“石膏板”的新业务，力争接替石膏板，带动自身持续增长。公司现有业务中有一些新型

建材，如涂料、岩棉板、外墙保温板、金邦瓦等产品做得也很好，之前由于主要精力用于发

展石膏板业务，未做重点发展。 

新业务的可能方向 

新业务将在新型建材范围里选择，并且会与公司主业相关。公司现有的涂料、岩棉板、

外墙保温板、金邦瓦等业务的发展状况都不错，未来将继续推进。涂料业务方面，公司 2002

年以来一直维持 6 万吨产能，未进行扩张，产品质量不错。涂料产品有市场空间，容量比较

大，但已有较大企业具备品牌先发优势。岩棉业务方面，产品应用空间比较广，公司质量具

有优势，未来仍会不断拓展，但暂时不会有大规模的产能投放。 

公司长期成长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石膏板做得很早，已历约 30 年的时间，在技术方面比别的企业确实有优势（直观

表现在成本比其它企业低很多）。公司的营销网络经过 30 多年发展，已经很密集，渠道比较

稳定。新产能投资不高，公司现金流管理较好，因此通过自身发展可以不断扩张产能。 

泰山股权比例 

现在股权结构比较合适，未来不排除会考虑收购泰山少数股东权益，但近期还不考虑。 

国企改革进展 

公司也很关心，现在主要是集团层面在操作，还未见到批复，但预计未来应该会做。具

体到上市公司，现在没有具体方案，但相信改革会让机制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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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 

石膏板优点 

可以调节居住环境，比较环保；不存在建筑垃圾；综合成本比砖墙要低；安装方便快捷。 

石膏板业务和房地产的相关性 

有一定相关性，但比较弱。公司产品之前主要应用在工装领域（占比约 70%），住宅是

产品应用的新领域。 

石膏板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现有产能 16.5 亿平方米，市场份额 50%。竞争对手主要是三家外资企业，市场份

额约 10%（4.5 亿平方米产能）。其余约 300 家小企业，产能占比约 30%左右。公司希望能

够抢占其余 300 家小企业 30%份额中的 20%。 

当前公司主要通过泰山石膏满产满销，采取低价策略（价格约为部分小厂的成本线），

挤占其它小厂的市场份额。 

石膏板在隔墙的应用推广 

石膏板做隔墙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推广难度主要在市场接受程度，消费者需要逐渐接受

和适应。当前的推广方式主要是和开发商合作，已经与北京、深圳的大开发商有合作。目前

看，开发商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安装方便，价格并不比传统的粘土砖贵）；消费者主要担心

石膏板的抗冲击性。 

石膏板提价空间 

公司市占率在 50%以上，具有提价的话语权，但是暂时不考虑提价，主要是希望市场份

额再进一步提升（力争到 70%），现在需要通过低价策略来压制中小厂商。 

石膏板的毛利率 

原材料价格比较稳定，在不提价的情况下，公司成本端还有内部挖潜的空间，主要是能

耗有下降空间。 

石膏板产能及产能利用率 

2015 年计划布局完成 25 亿平方，但是产能投放可能需要到 2016 年、2017 年完成。泰

山产能利用率 100%，龙牌 70%左右。 

销售渠道拓展 

公司对渠道管理的比较严格（主要是应收账款），但在销售价格上又给予其很大的自主

权。渠道商的利润比较不错。此外，公司的石膏板品牌知名度比较好，经销商可以通过搭售

其它产品获得利润空间。公司对经销商一直比较爱护，未来也不会和经销商抢利润。 

公司现有的渠道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未来将往县乡拓展，农村市场需求在起来。 

龙骨配套进度 

现在主要是龙牌在做配套。泰山暂时还未做配套，主要是考虑到现在石膏板的渠道商都

会搭售自己的龙骨，泰山配套做低端龙骨会和渠道商产生竞争。未来，新建石膏板产能都会

配套龙骨产能，现有产能也会逐渐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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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牌龙骨的市场认可度 

龙牌龙骨产能 10 万吨，现在售价相对于市场其它龙骨确实贵（贵一倍左右），主要是一

方面公司龙骨质量好，本身定位高端；另一方面，公司龙骨的生产成本比其它小品牌确实高，

主要是原材料价格贵，还要镀锌（有技术）。未来看，公司龙牌龙骨将继续坚持品质取胜，

会更多直销给工程，零售家装市场则会较少（避免和渠道商竞争）。 

高端龙骨毛利率约 30%（其它低端龙骨约 10%），公司不会降价，主要是考虑到降价对

公司高端龙骨销量影响可能不大。 

新型房屋推广进度 

预计新型房屋订单量 2014 年增长约 100%，订单更多元化，推广的地区也更多，显示

出一定的推广效果。目前主要还是对接政府成规模的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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