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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9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19-09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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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江尚文 董事长 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学习 胡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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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364,36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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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年青 股票代码 00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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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仁宏 李宝珍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万年青科技园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万年青科技园 

传真 0791-88160230 0791-88160230 

电话 0791-88120789 0791-88120789 

电子信箱 wnqzqb@126.com wnqzqb@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硅酸盐水泥、商品混凝土以及新型墙材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万年青”牌系列普通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以及商品熟料、

商品混凝土、新型墙材等。产品广泛用于水利、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民用建

房等各类建筑工程。公司的水泥产品采取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的营销模式，建立了多渠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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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营销网络。水泥销售市场以江西为主，向福建、浙江、广东等周边省份辐射，在江西的市场份额一

直位居前列。公司在做大做强做优水泥主业的同时，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及扩张，并积极探寻其他领域的

股权投资，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 

    水泥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与钢材、木材、塑料统称为四大基础工程材料，水泥以其用量大、用途广、

性能稳定且耐久性好及其制成品结构性能优良等特点，成为建筑工程和各种构筑物不可或缺的最大宗的建

筑工程材料。我国水泥行业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行业，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较大，尤其与基建和房地产投

资关系密切。同时，水泥产品受运输的影响，区域性特征明显，并且建筑施工受雨水、气温等影响，因此

水泥行业还有季节性特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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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207,518,618.52 7,093,811,211.83 43.89% 5,657,765,74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7,578,108.32 462,628,211.17 145.89% 229,249,98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6,585,474.96 489,572,200.90 148.50% 275,550,78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0,439,547.62 1,589,914,903.27 58.53% 912,962,14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547 0.7542 145.92% 0.37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547 0.7542 145.92% 0.37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0% 15.61% 16.59% 8.4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0,053,606,846.89 8,374,026,135.33 20.06% 8,480,484,18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30,163,925.57 3,107,060,078.83 29.71% 2,804,127,9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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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012,684.65 2,365,567,131.43 2,926,942,876.89 3,189,995,92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436,448.79 288,463,364.73 358,040,957.56 265,637,33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724,431.49 294,154,115.64 375,554,823.08 321,152,10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480,321.18 450,619,198.54 696,021,099.40 1,108,318,9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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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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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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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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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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7% 23,729,829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21% 7,410,842    

金涛 
境内自然

人 
0.73% 4,48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63% 3,890,391    

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

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

品 

其他 0.57% 3,499,960    

全国社保基

金五零二组

合 

其他 0.52% 3,209,120    

全国社保基

金四一二组

合 

其他 0.51% 3,138,827    

交通银行－

融通行业景

气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5% 2,782,1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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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金涛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和普通证券账户共持有公司股份 4,4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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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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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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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西万年青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4 江泥 01 112223 2019 年 09 月 12 日 50,992.69 6.85%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 2018年 9月 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

体“14 江泥 01”持有人进行了付息，9 月 12 日为除息、付息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8年4月25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对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2014年9月12日发行的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A，发行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与上年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跟踪评级报告本公司的主体级别为AA，该级别反映了发行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

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根据跟踪评级报告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该信用级别反映了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质量很高，信用

风险很低。 

    根据相关规定和鹏元资信对跟踪评级的相关要求，鹏元资信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并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跟踪评级结果将在鹏元资信网站

（http://www.pyrating.cn)予以公布。公司亦将通过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将跟踪评级结果及

报告予以公布备查，投资者可以上述网站查询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公司会在本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两个月

内将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本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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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9.38% 44.67% -5.2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2.36% 43.25% 29.11% 

利息保障倍数 27.08 9.67 180.0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有利形势，克服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大幅上

涨等不利因素，围绕“市场拓展、对标管理、基础管理、技术创新、项目建设、风险管控、党建”等六

个方面开展了系列工作。在相关单位和广大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取得

了历史最好的业绩。 

1、实现了“两个百亿”的突破：全年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均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分别达102.08

亿元和100.5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89%、20.06%。实现增加值42.85亿元，同比增长70.24%；实现利

税32.02亿元，同比增长100.78%，利润大幅增长。各项指标均远超历史纪录。 

    2、各产业板块实现量质齐升：全年生产熟料1601万吨，销售水泥238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59%、

9.01% ；销售商品混凝土574万方，同比增长21.67%；销售新型墙材5.56亿标块，同比增长28.26%。产

量销量均创历史新高。万年厂获得“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 

    3、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

研究设计院合作，推进铜尾矿资源利用开发，并实现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零的突破。上犹万年青新型

新材有限公司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通过两化融合体系认证。 

    公司主营业务以水泥为主，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有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13条，熟料产能约

1400万吨，水泥产能约2500万吨，2018年公司水泥销量在江西市场约占25%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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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1,674,287.62 2,765,232,841.94 36.81% 44.99% 83.31% 7.69% 

混凝土 2,317,020,610.64 451,023,086.04 19.47% 50.95% 49.5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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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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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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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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

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891,275,073.65元 697,920,376.16元 应收票据：105,754,070.32元 

应收账款：592,166,305.84元 

2.应收利息、应收

股利并其他应收

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36,399,045.18元 90,617,859.82元 应收利息：0.00元 

应收股利：265,387.02元 

其他应收款：90,352,472.80元 

3.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列

示 

固定资产 3,863,839,001.76元 4,041,881,408.95元 固定资产：4,037,341,169.24

元 

固定资产清理：4,540,239.71

元 

4.工程物资并入

在建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91,824,021.27元 25,609,832.94元 在建工程：25,552,949.96元 

工程物资：56,882.98元 

5.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837,304,603.02元 973,551,741.88元 应付票据：231,911,174.84元 

应付账款：741,640,567.04元 

6.应付利息、应付

股利计入其他应

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303,218,540.62元 293,464,577.48元 应付利息：1,075,990.77元 

应付股利：0.00元 

其他应付款：292,388,586.71

元 

7.专项应付款计

入长期应付款列

示 

长期应付款 94,633,316.21元 65,033,467.39元 长期应付款：44,169,350.99元 

专项应付款：20,864,116.40元 

8.管理费用列报

调整 

管理费用 460,254,399.08元 -  

9.研发费用单独

列示 

研发费用 3,553,670.66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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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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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增加 3家合并报表子公司，具体如下： 

1、2018年7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安远万年青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同意子公司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2,500 万元成立安远万年青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 

2、2018年7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成立江西锦溪矿业有限公司

的议案》，公司同意子公司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溪水泥）与江西锦溪投资有限公司合资

成立江西锦溪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锦溪水泥占60%股权。 

    3、2018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议

案》，董事会同意投资4500万元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共同成立

江西万铜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占比45%，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占

比15%，《协议书》约定由公司合并报表，公司与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签署《一致行动人协

议》。该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在江西九江注册成立。 
 

董事长：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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