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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需要做以下补充披露： 

一、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七）：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原报告披露为：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1 企业集团的构成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 

取得 

方式 

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

司 
南昌市 南昌市 物业管理服务 100% 

投资 

设立 

江西万年青工程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设备安装维修 100% 
投资 

设立 

江西万年青电子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石英晶体器件 75% 
投资 

设立 

南昌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水泥生产销售 68% 
投资 

设立 

温州市万年青散装水泥有限公司 温州市 温州市 水泥仓储 70% 
投资 

设立 

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水泥生产销售 50% 
投资 

设立 

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玉山县 玉山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投资 

设立 

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瑞金市 瑞金市 水泥生产销售 50% 
投资 

设立 

江西万年青矿业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非金属矿开采加工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江西万年县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水泥制品及水泥纤维板 66.67% 
投资 

设立 

江西兴国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兴国县 兴国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6.67% 
投资 

设立 

赣州于都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于都县 于都县 水泥生产销售 66.67% 
投资 

设立 

赣州开元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6.67% 
投资 

设立 

江西石城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石城县 石城县 水泥生产销售 50% 
投资 

设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 

取得 

方式 

崇义祥和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崇义县 崇义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40% 
投资 

设立 

上饶万年青城有限公司 上饶市 上饶市 房地产开发等 51% 
投资 

设立 

瑞金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瑞金市 瑞金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50% 
投资 

设立 

南昌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水泥砼预制构件的生产销

售 
70% 

投资 

设立 

兴国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兴国县 兴国县 建材生产销售 53.33% 
投资 

设立 

瑞金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瑞金市 瑞金市 建材生产销售 53.33% 
投资 

设立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石城县 石城县 建材生产销售 53.33% 
投资 

设立 

广丰县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广丰县 广丰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广丰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丰县 广丰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铅山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铅山县 铅山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万年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鹰潭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鹰潭市 余江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投资 

设立 

江西锦溪建材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建材生产销售 51% 
投资 

设立 

上犹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上犹县 上犹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6.67% 
投资 

设立 

江西黄金埠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余干县 余干县 水泥生产销售 58% 收购 

福建福清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福清市 福清市 水泥生产销售 90% 收购 

江西寻乌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寻乌县 寻乌县 水泥生产销售 35% 收购 

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于都县 于都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收购 

赣州章贡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水泥生产销售 40% 收购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于都县 于都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收购 

江西兴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兴国县 兴国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收购 

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水泥生产销售 65% 收购 

东乡县锦溪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乡县 东乡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33.15% 收购 

江西湖口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九江市 九江市 水泥生产销售 65% 收购 

乐平锦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5% 收购 

进贤县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进贤县 进贤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江西锦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编织袋生产销售 58.12% 收购 

鄱阳县恒基建材有限公司 鄱阳县 鄱阳县 
水泥制品、混凝土、新型墙

体材料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 

取得 

方式 

赣州永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商品混凝土、高新墙体材

料、商品砂浆生产及销售 
66.67% 收购 

赣州永恒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建筑材料检测 66.67% 收购 

江西东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 65% 收购 

江西昊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抚州市 抚州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5% 收购 

景德镇市景磐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 
混凝土搅拌加工、销售、装

卸 
52% 收购 

景德镇市城竟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口县 湖口县 
混凝土搅拌加工、销售、装

卸 
52% 收购 

景德镇东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浮梁县 浮梁县 预拌混凝土制造、销售 52% 收购 

景德镇市磐泰砼材检测有限公司 吕蒙县 吕蒙县 
建筑工程、建筑原材料及结

构检测服务 
52% 收购 

湖口县同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口县 湖口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鄱阳县恒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鄱阳县 鄱阳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余干县商砼建材有限公司 余干县 余干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九江佰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九江市 九江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九江广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九江市 九江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江西立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共青城市 共青城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收购 

宁都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宁都县 宁都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70% 收购 

注：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如下： 

本公司持有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50%股权，该公司五名董事中由本公司派出三名，本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在投资

协议中约定由本公司合并报表。” 

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上表中持股比例是按照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其一级、二级、三级

子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权益份额的比例进行填列，导致结果显示公司持有江西寻乌南方

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赣州章贡南方万年青水

泥有限公司、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江西兴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和

东乡县锦溪混凝土有限公司等的比例都低于 50%，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清晰地阅读公司年

度报告，现补充披露如下：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1 企业集团的构成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公司享有的权

益比例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江西万年青科技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物业管理服务 100% 100.00%  投资设立 

江西万年青工程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设备安装维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江西万年青电子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石英晶体器件 75% 75.00%  投资设立 



南昌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水泥生产销售 68% 68.00%  投资设立 

温州市万年青散装水泥有限公司 温州市 温州市 水泥仓储 70% 70.00%  投资设立 

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水泥生产销售 50% 50.00%  投资设立 

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玉山县 玉山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80% 投资设立 

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瑞金市 瑞金市 水泥生产销售 50%  100% 投资设立 

江西万年青矿业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非金属矿开采加工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江西万年县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水泥制品及水泥纤维板 66.67% 66.67%  投资设立 

江西兴国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兴国县 兴国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6.67%  100% 投资设立 

赣州于都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于都县 于都县 水泥生产销售 66.67%  100% 投资设立 

赣州开元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6.67%  100% 投资设立 

江西石城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石城县 石城县 水泥生产销售 50%  100% 投资设立 

崇义祥和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崇义县 崇义县 混凝土生产销售 40%  60% 投资设立 

上饶万年青城有限公司 上饶市 上饶市 房地产开发等 51% 51.00%  投资设立 

瑞金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瑞金市 瑞金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50%  75% 投资设立 

南昌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水泥砼预制构件的生产销

售 
70% 70.00%  投资设立 

兴国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兴国县 兴国县 建材生产销售 53.33%  80% 投资设立 

瑞金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瑞金市 瑞金市 建材生产销售 53.33%  80% 投资设立 

石城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石城县 石城县 建材生产销售 53.33%  80% 投资设立 

广丰县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广丰县 广丰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广丰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广丰县 广丰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铅山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铅山县 铅山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万年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万年县 万年县 建材生产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鹰潭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鹰潭市 鹰潭市 建材生产销售 100% 100.00%  投资设立 

江西锦溪建材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建材生产销售 51% 51.00%  投资设立 

上犹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上犹县 上犹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6.67%  100% 投资设立 

江西黄金埠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余干县 余干县 水泥生产销售 58% 58.00%  收购 

福建福清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福清市 福清市 水泥生产销售 90% 90.00%  收购 

江西寻乌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寻乌县 寻乌县 水泥生产销售 35%  70% 收购 

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于都县 于都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80% 收购 

赣州章贡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水泥生产销售 40%  80% 收购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于都县 于都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80% 收购 

江西兴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兴国县 兴国县 水泥生产销售 40%  80% 收购 

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水泥生产销售 65% 40% 50% 收购 

东乡县锦溪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乡县 东乡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33.15%  51% 收购 

江西湖口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九江市 九江市 水泥生产销售 65%  100% 收购 

乐平锦溪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5%  100% 收购 

进贤县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进贤县 进贤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江西锦溪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乐平市 乐平市 编织袋生产销售 58.12% 58.12%  收购 



鄱阳县恒基建材有限公司 鄱阳县 鄱阳县 
水泥制品、混凝土、新型

墙体材料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赣州永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商品混凝土、高新墙体材

料、商品砂浆生产及销售 
66.67%  100% 收购 

赣州永恒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赣州市 赣州市 建筑材料检测 66.67%  100% 收购 

江西东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南昌市 南昌市 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 65% 65.00%  收购 

江西昊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抚州市 抚州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65% 65.00%  收购 

景德镇市景磐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 
混凝土搅拌加工、销售、

装卸 
52%  80% 收购 

景德镇市城竟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口县 湖口县 
混凝土搅拌加工、销售、

装卸 
52%  80% 收购 

景德镇东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浮梁县 浮梁县 预拌混凝土制造、销售 52%  80% 收购 

景德镇市磐泰砼材检测有限公司 吕蒙县 吕蒙县 
建筑工程、建筑原材料及

结构检测服务 
52%  80% 收购 

湖口县同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口县 湖口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鄱阳县恒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鄱阳县 鄱阳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余干县商砼建材有限公司 余干县 余干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九江佰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九江市 九江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九江广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九江市 九江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江西立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共青城市 共青城市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100% 100.00%  收购 

宁都县万年青商砼有限公司 宁都县 宁都县 混凝土生产及销售 46.67%  70% 收购 

注、1、公司享有的权益比例是指公司对其一级、二级、三级子企业享有的权益份额，其中：公司直接持有江西锦溪水泥有

限公司 40%的股权，又通过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 50%股权，公司对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

的权益比例是：40%+50%×50%=65%；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持有东乡县锦溪混凝土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对东乡县

锦溪混凝土有限公司享有的权益比例是：(40%+50%×50%)×51%=33.15%；江西寻乌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是

公司的二级子企业，公司通过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70%股份，公司占该公司的权益份额是：50%

×70%=35%。 

2、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如下： 

本公司持有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50%股权，该公司五名董事中由本公司派出三名，本公司具有实质控

制权，在投资协议中约定由本公司合并报表。” 

 二、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 2、收入与

成本之（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原披露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水泥行业 4,457,635,796.09 3,560,108,106.74 20.13% -16.18% -7.45% -7.53% 

混凝土 1,095,018,346.00 817,708,089.77 25.32% -18.05% -17.08% -0.88% 

分产品 

水泥 4,272,095,062.36 3,397,070,786.87 20.48% -16.10% -8.05% -6.96% 

混凝土 1,095,018,346.00 817,708,089.77 25.32% -18.05% -17.08% -0.88% 



分地区 

江西省 4,730,519,141.60 3,917,952,128.07 17.18% -16.24% -3.38% -11.02% 

福建省 692,113,832.50 362,228,543.70 47.66% -12.94% -42.14% 26.42% 

因核算统计时遗漏了子公司数据，造成福建省毛利率数据有误，实际情况如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水泥行业 4,457,635,796.09 3,560,108,106.74 20.13% -16.18% -7.45% -7.53% 

混凝土 1,095,018,346.00 817,708,089.77 25.32% -18.05% -17.08% -0.88% 

分产品 

水泥 4,272,095,062.36 3,397,070,786.87 20.48% -16.10% -8.05% -6.96% 

混凝土 1,095,018,346.00 817,708,089.77 25.32% -18.05% -17.08% -0.88% 

分地区 

江西省 4,730,519,141.60 3,917,952,128.07 17.18% -16.24% -3.38% -11.02% 

福建省 692,113,832.50 566,684,685.08 18.12% -12.94% -9.69% -3.12% 

 

特此补充披露，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补充后的报告全文详见随本

公告同期在巨潮资讯网（hppt://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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