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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尚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世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志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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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451,728,969.45 8,480,484,180.37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78,480,373.68 2,804,127,998.02 2.6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70,131,302.09 30.86% 4,615,056,244.40 2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6,504,859.72 48.64% 234,029,928.11 4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6,360,554.28 52.61% 229,392,583.99 4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29,164,472.45 35.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89 48.66% 0.3816 41.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89 48.66% 0.3816 4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1.42% 8.13% 2.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898,752.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544,429.2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661,992.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595.8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75,414.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94,314.51  

合计 4,637,34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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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9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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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58% 261,194,862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0,000,000    

余惠忠 境内自然人 2.01% 12,308,617    

前海开源基金－

民生银行－前海

开源恒宇一期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9% 7,915,280    

中国工商银行－

嘉实策略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1% 4,993,555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

河研究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3,999,921    

金涛 境内自然人 0.56% 3,458,265    

中国工商银行－

招商核心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1% 3,158,050    

中国建设银行股 其他 0.49%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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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南

方品质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UBS AG 境外法人 0.45% 2,779,53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61,194,862 人民币普通股 261,194,862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余惠忠 12,308,617 人民币普通股 12,308,617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海开

源恒宇一期资产管理计划 
7,915,280 人民币普通股 7,915,28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3,555 人民币普通股 4,993,55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

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921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21 

金涛 3,458,265 人民币普通股 3,458,265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核心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8,050 人民币普通股 3,158,0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品质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UBS AG 2,779,538 人民币普通股 2,779,5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参股了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同时也是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此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余惠忠、金涛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余惠忠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2,202,517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6,100 股；金涛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58,265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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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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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81,841,852.63   132,333,795.62  -38.15% 
主要为票据到期解付及支付货款所

致 

预付款项   222,303,742.75   126,051,717.17  76.36% 主要为预付煤炭所致 

应收股利   7,265,387.02   265,387.02  2637.66% 主要为应收南方水泥股利所致 

存货   502,916,358.17   339,077,681.00  48.32% 主要为增加原材料库存所致 

在建工程   67,123,295.40   49,784,560.23  34.83% 主要为在建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清理   4,356,747.65   754,022.63  477.80% 主要为待处理的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28,146,510.79   183,346,808.99  -30.11% 主要为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180,428,243.04   109,997,411.56  64.03% 
主要为收到购货单位款项跨期提货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323,317.75   53,371,591.60  -67.54% 实际支付工资所致 

应付利息   60,132,667.82   7,704,024.97  680.54% 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326,014,724.25   249,157,743.20  30.85% 
主要为收到购货单位保证金增加所

致 

长期应付款   87,745,809.04   214,996,954.02  -59.19% 支付到期的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3,841,140.69   19,197,745.24  76.28% 
 主要为管理费用中的税金差异所

致  

投资收益   10,497,177.56   3,666,950.03  186.26% 主要为子公司分红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585,346,620.61   308,634,510.86  89.66% 销售价格上升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914,593.16   61,755,282.30  -62.89% 主要是合并口径发生变化所致 

利润总额   592,891,701.31   351,713,566.64  68.57% 销售价格上升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3,500,052.43   79,235,084.50  55.87% 主要为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469,391,648.88   272,478,482.14  72.27% 主要为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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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4,029,928.11   165,771,726.51  41.18% 主要为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35,361,720.77   106,706,755.63  120.57% 主要为利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164,472.45   464,852,502.24  35.35% 
主要系销售商品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219,962.03   -81,239,414.72  -110.76% 主要为增加股权收购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899,334.95   -852,181,894.30  48.97% 
主要为筹资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045,175.47   -468,568,806.78  -- 

 上年同期为负数，变动的原因主要

是销售商品增加、筹资支出减少等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9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7年 9月 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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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巨潮资讯网站刊载的《江西万年青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三季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提供资金、水泥、石材等，对定点帮扶村修缮灌溉设施，改善村民用水困难，硬化

乡村道路、修缮校舍、敬老院等公共基础设施，切实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同时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对困难家庭走访慰

问，为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等。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其中：1.资金 万元 5.9 

    2.物资折款 万元 16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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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1）继续做好对帮扶点的物资及资金支持，进一步改善帮扶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2）围绕“扶贫日”活动实施方案及活动主题，在“10.17”前后，开展系列帮扶活动。 

（3）实施精准扶贫，与扶贫点共同研究开发扶贫项目，帮助贫困户走上致富的道路。 

（4）不定期对村贫困户、五保户、残废人户和老党员、老村干部进行走访慰问，并适当给予经济帮助。 

 

 

董事长：江尚文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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