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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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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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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 2019年末总股本 776,290,28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5.80 元现金股利(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含税 450,248,363.56 元,剩余利润 3,630,331,880.11元结转下一年度分

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祁连山 6007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鸿基 李小胜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3号祁连山

大厦 

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3号祁连山

大厦 

电话 0931-4900608 0931-4900619 

电子信箱 qlssn@163.com qlssn@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属于建材行业，主营业务为水泥、商品混凝土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近年来，公

司通过新建、并购等方式在甘、青、藏区域进行战略布局，目前已经形成兰州、永登、天水、甘

谷、平凉、成县、漳县、文县、陇南、嘉峪关、古浪、夏河、张掖、定西及青海湟中、民和等十

六家水泥生产基地，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投入运营 9 个商品混凝土生产基地和 2 个骨料生产基

地，形成了以水泥系列产品为主，商品混凝土和骨料为辅的现代集团型企业。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管理模式 

公司按照集团化管理、规模化运营的管理思路，搭建了集团总部、子公司和生产部室为载体

的三级管理平台，实现了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集团化运营模式。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水泥及商品混凝土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模式，各子公司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和所在区域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形成生产指挥中心和利润中心。 

3．销售模式 

公司依托祁连山水泥商城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行统一销售。按照管理便捷与市场

细分相结合的原则，设立了六大销售公司，分区域销售十六家水泥生产基地的产品。并根据不同

的客户及资信状况，建立了代理商销售和直销并重的销售渠道。 

4．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互联网+集约化”的采购管控模式，紧紧围绕“降本提效、规范招标、压减库存”

的目标开展工作。公司依托电子采购交易平台，对物资、物流、工程、服务、废旧竞卖等采购业

务进行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公司全面整合了年度集采物资、战略采购物资、大宗原材料等优质

供应资源，引入京东、西域等外部电商资源，在系统内全面推行电商化采购，有效降低了隐形采

购成本和综合采购成本。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水泥行业迎来“量价齐升”的局面，全国水泥价格稳步上涨，根据数字水泥网统计，

2019 年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1867 亿元，创历史新高。行业效益的提升一方面得益于水泥需求的

强劲增长，“稳增长”导向下基建投资持续温和回升，房地产投资和新开工面积支撑下地产需求也

有较强的韧性。全年全国水泥产量 23.3 亿吨，同比增长 6.1%，是近 5 年增长最快的一年。另一方

面则得益于中央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水泥及相关产业作为重要的治理领域在错峰生产、应

急减排等环保政策的影响下产能发挥受到约束，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得到了明显缓解。分区域来看，

华东地区景气仍然是六大区域最高，但华北、西北地区也显著提升，区域景气差异收窄。此外，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落地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改善了行业效益。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后续政策将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稳增长和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望进一步加码。需求端，预计

2020 年水泥需求将维持温和增长，基建投资在当前货币相对宽松与财政政策发力的宏观环境下有

望加速，地产销售、投资端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幅度会较为缓和，水泥用量大的施工端具有韧性。



供给侧，受产能置换等产业政策限制，行业新增产能较为有限，且产能发挥受到环保政策的严格

约束，预计 2020 年水泥行业景气将延续高位运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0,702,675,751.88 9,701,420,189.74 10.32 10,140,927,879.81 

营业收入 6,931,326,473.55 5,774,755,192.51 20.03 5,968,969,31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148,686.52 654,773,597.55 88.48 574,691,75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1,137,514.94 685,757,014.51 57.66 533,721,69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02,459,934.80 5,757,614,326.04 18.15 5,338,607,54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069,477.49 1,277,109,038.27 58.02 1,018,106,59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98 0.8435 88.48 0.74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98 0.8435 88.48 0.7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1 11.77 
增加7.94个百

分点 
11.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7 12.33 

增加4.94个百

分点 
10.4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96,003,764.06 2,314,401,692.87 2,308,729,531.57 1,712,191,48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78,117.36 489,309,204.04 539,315,115.73 192,646,24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308,433.99 421,582,343.07 500,066,160.89 163,797,44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722,516.20 801,756,766.27 987,601,215.37 92,988,979.6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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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1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32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0 102,772,822 13.24 0 无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6,949,697 102,522,758 13.21 0 未知  其他 

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

公司 
0 91,617,607 11.80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0 26,371,300 3.40 0 未知  其他 

王景峰 340,900 24,432,600 3.15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沪深 300增强证券

投资基金 

10,782,720 10,782,720 1.39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10,465,682 10,465,682 1.35 0 未知  其他 

建信基金－招商银行－建

信乾元安享特定多个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8,385,625 8,385,625 1.08 0 未知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二

组合 
6,683,600 6,683,600 0.86 0 未知  其他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8,110,613 6,514,452 0.84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中材股份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

司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间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2019 年，公司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动错峰生产、同业竞合、成本管控等重点



工作。充分利用“祁连山水泥商城”系统功能，完善营销管理链条全程自动化管控，不断优化市场

营销环境。建立集采物资区域统筹协同采购模式，发挥电子采购交易平台功能，强化全过程成本

管控，降低采购成本；不断优化成本压降和超额利润分享奖励办法，细化措施，挖潜增效。积极

推进“水泥+”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骨料、机制砂混凝土制品等业务。 

2019 年，公司经营业绩从“开门红”实现了“全年稳”，开创了公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

年销售水泥 2,128.28 万吨，同比增加 12.90%；销售熟料 138.27 万吨，同比增加 233.82%；销售商

品混凝土 151.80 万方，同比增加 55.09%；实现营业收入 69 亿元，同比增加 20.03%；利润总额 15.3

亿元，同比增加 82.9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列示 

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14 日经第

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期初列示

金额 534,165,863.85 元，期末列示金

额 0.00 元；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额

369,604,305.54 元，期末列示金额

391,653,262.32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期初列

示金额 518,694,176.74 元，期末列示

金额 0.00 元；应收账款期初列示金

额 4,080.72 元，期末列示金额 0.00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列示 

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14 日经第

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期初列示

金额 733,780,963.61 元，期末列示金

额 855,354,260.24 元；应付账款期初

列示金额 552,984,287.81 元，期末列

示金额 762,547,502.07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期初列

示金额 734,430,963.61 元，期末列示

金额 871,730,000.00 元；应付账款期

初列示金额 961,802.11 元，期末列示



金额 1,812,561.27 元。 

将一年内摊销的递延收益在“递延

收益”列示，不转入“其他流动负

债”项目列示。 

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14 日经第

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合并资产负债表：递延收益期初列示

金额 30,630,827.84 元，期末列示金

额 30,147,276.83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递延收益期初列

示金额 0.00 元，期末列示金额 0.00

元。 

自 2019年 1月 1日采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相关规定 

本公司 2019 年 3 月 18 日经第

八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自 2019年 1月 1日采用《企业会计

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

35 号）相关规定 

本公司 2019年 4月 18日经第八

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

响详见附注“五、（四）首次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

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情况”。 

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采用《企业会

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财会〔2019〕8号）以及自 2019

年 6月 17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相关规定 

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14 日经第

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批准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上述准则施行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

债务重组，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不进行追

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

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详细情况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估计 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部分内容。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部

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