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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2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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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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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彭建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董事赵新军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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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80,101,259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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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山股份 股票代码 0008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洪涛               /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1256 号天合大

厦 

乌鲁木齐市河北东路 1256 号天合大

厦 

传真 0991-6686782 0991-6686782 

电话 0991-6686798 0991-6686791 

电子信箱 liuhongtao@sinoma-tianshan.cn lixq336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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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和产品  

1.1、业务产能  

公司主要从事硅酸盐熟料、各类硅酸盐水泥、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目前水泥熟料产能2994.6万

吨，水泥产能3866万吨，余热发电能力153MW， 商品混凝土产能1530万方。 

1.2、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生产的通用水泥主要有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等，包

括62.5R、62.5、52.5R、52.5、42.5R、42.5、32.5R和32.5等八个等级，生产的特性水泥有抗硫酸盐水泥、

中热硅酸盐水泥、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道路硅酸盐水泥、油井水泥、核电站专用水泥、白色水泥和彩色

水泥等。产品广泛用于工业、农业、水利、交通、军事、民用和市政等各类建设工程，水泥制品，以及各

种预应力和自应力钢筋混凝土构件等。 

公司生产的C10-C60等级常规商品混凝土、C80-C100高强混凝土、各等级高性能混凝土、钢纤维混凝

土、透水混凝土、抗渗混凝土、抗冻混凝土、防火混凝土等特种混凝土产品，可以满足普通楼房、高层建

筑、公路、隧道、高架桥、地铁和地下矿井等工程项目的需求。 

1.3、经营模式  

公司秉承“凝聚坚强、创造卓越”的企业精神和“责任 和谐 创新”的管理理念，打造“熟料、水泥、

混凝土骨料和商品混凝土”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致力于精细管理全面实施成本领先战略，以高品质的产品

和高质量的服务回报社会。 

2、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及地位  

2.1、水泥行业的发展阶段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用途广泛，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尚无成熟的广泛使用的替代品。

我国自1889年开始建立水泥厂，迄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中国水泥工业先后经历了初期创建、早期发展、

衰落停滞、快速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阶段。水泥行业也从供不应求，到供求基本平衡，进

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 

2.2、水泥行业周期特点  

水泥行业属于投资拉动型的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紧密相关，具有一定的

周期性特点。同时水泥行业季节性特征明显，从全国范围来看，北方的冬季和南方的雨季是行业淡季，新

疆地区从上年的11月起到次年4月是行业淡季。 

2.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家重点支持结构调整的12家大型水泥企业集团之一，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是西

北最大的油井水泥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特种水泥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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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5,001,262,134.11 5,046,650,439.49 -0.90% 6,543,572,55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785,378.57 -525,050,689.21 119.00% 252,483,90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600,931.44 -637,436,021.59 83.59% 23,531,560.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933,501.91 236,784,192.56 144.50% 426,977,04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4 -0.5966 119.00% 0.28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4 -0.5966 119.00% 0.28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7.80% 9.41% 3.76%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 18,472,107,143.19 20,530,366,355.78 -10.03% 21,627,631,26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63,488,036.82 6,436,558,437.19 -8.90% 6,838,452,720.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7,958,872.69 1,595,126,137.38 1,699,195,904.23 1,308,981,2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0,950,779.98 87,072,569.00 108,206,162.45 95,457,42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179,425.51 84,955,702.53 96,699,093.12 -97,076,30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192,171.52 358,017,489.92 187,290,636.93 92,817,546.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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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64,5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4,95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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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312,381,60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4% 23,205,20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险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7,189,802    

余惠忠 境内自然人 0.78% 6,849,71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1% 4,490,4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3,925,400    

三星资产运用株式

会社－三星中国中

小型股精选母基金 

境外法人 0.40% 3,517,800    

焦雪 境内自然人 0.39% 3,390,645    

曹雪芹 境内自然人 0.37% 3,244,413    

林云楷 境内自然人 0.30% 2,671,0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上述除该公司外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余惠忠截止本报告期末合计持股 6849715 股，其中在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6849715 股；公司股东焦

雪截止本报告期末持股 3390645 股，其中在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390645 股；公司股东曹雪芹截止

本报告期末持股 3244413 股，其中在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244413 股；公司股东林云楷截止本报告期末持股

2671047 股，其中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股 25688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224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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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宏观环境 

    201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增速较去年回落0.2个百分点；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7.9%，增速较去年回落1.9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9%，增速较去年回升5.9个

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行业环境 

2016年，随着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水泥行业有所好转，行业经济运行实现恢复性增长。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0% 

41.84% 

35.49% 

2017 年 3 月 8 日，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中

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进入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近日

完成，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由之前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国有独资公司，变更为由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的法人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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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16年新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区域水泥需求下滑，但下滑幅度明显收窄。2016年新疆区域错峰生产

运行良好，价格逐渐回升。 

（3）经营综述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公司认真研判区域市场环

境，积极应对，从水泥价值链各环节入手，全方位增收节支，降本增效；优化资产结构，降低“两金占用”，

不断提高运营质量；加强过程管控，促进管理提升，不断提高运营效能；积极参与错峰生产，持续推动行

业发展；强化党建工作，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0.01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00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亏

6.25亿元，总资产较去年同期下降20.58亿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水泥 4,209,143,478.83 3,216,553,368.90 23.58% 2.90% -9.50% 10.47% 

混凝土 731,728,430.23 670,475,412.11 8.37% -21.09% -16.42% -5.1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水泥销售价格较2015年上涨，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8.15个百分点；严格控制费用、降低负债

规模、调整负债结构，三项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17%；处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较去年

同期增加123%等原因使得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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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为了能够客观反映天山股份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混凝土车辆的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

近，符合公司相关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本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

混凝土车辆的折旧年限由6年调整为8年。具体如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将公司混凝土车辆的折旧年限由6年调

整为8年 

2016年10月21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 

2016年11月1日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16年11月1日起执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此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在现有固定资产的基础上，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主要为：折旧费用减少5,207,290.14元，净利润增加4,298,766.93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加3,009,231.43元，少数股东损益增加1,289,535.50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新设立新疆聚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天山股份下属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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