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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9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0-16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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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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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3736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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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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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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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qb@wnq.com.cn zqb@wn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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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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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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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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390,430,730.54 10,207,518,618.52 11.59% 7,093,811,2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9,000,092.89 1,137,578,108.32 20.34% 462,628,2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7,374,081.33 1,216,585,474.96 11.57% 489,572,20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3,107,949.55 2,520,439,547.61 -2.67% 1,589,914,90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169 1.4267 20.34% 0.7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169 1.4267 20.34% 0.7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9% 32.20% -2.21% 15.6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11,806,135,824.06 10,053,606,846.89 17.43% 8,374,026,13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64,874,638.25 4,030,163,925.57 25.67% 3,107,060,078.8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41,034,195.71 2,579,643,569.85 2,920,395,961.33 4,049,357,00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779,334.44 385,483,394.40 305,687,369.02 460,049,99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913,821.51 384,361,665.27 306,862,978.67 451,235,61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93,668.70 394,400,612.99 587,190,352.25 1,451,123,3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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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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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5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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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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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553,3

21 
   

中建材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9,000,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4% 

30,620,67
1 

   

浙江上峰建

材有限公司 
其他 1.06% 8,472,329    

金涛 
境内自然

人 
0.78% 6,23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45% 3,556,830    

李强 
境内自然

人 
0.38% 3,000,047    

周金 
境内自然

人 
0.33% 2,650,900    

林云楷 
境内自然

人 
0.31% 2,465,159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宝标普

中国 A 股红

利机会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29% 2,28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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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中建材投资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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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林云楷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和普通证券账户共持有公司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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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公司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成果丰硕的一年。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

司聚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克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激烈及原材料上涨等不利因素，较好的完成

了各项经营任务。 

1、产量销量再创新高。公司全年生产熟料1633万吨，销售水泥2440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2.37%；

销售商品混凝土突破600万方，同比增长4.54%；销售新型墙材6.05亿标块，同比增长8.77%。 

2、经营效益持续提升。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3.90亿元，同比增长11.59%；实现工业增加值46.72

亿元，同比增长9%；实现利税4.10亿元，同比增长6.5%，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在上年高水平基础上，经济

指标再攀新高。 

3、绿色发展步履坚实。万年厂异地环保搬迁项目和德安水泥熟料项目按照“绿色化、智能化”标准

全力推进；环保型骨料机制砂项目加快布局；万铜公司尾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和性能试

验；瑞金公司、于都公司矿山通过绿色矿山现场验收；赣州新材8家子公司率先通过全国绿色建材认证。 

    4、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股份公司技术中心通过省级技术中心复评认定；赣州公司、铅山新材公司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玉山公司被评为省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赣州公司罗坳厂造纸厂固废白泥

的无害化协同处置取得10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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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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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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9,576,259.08 2,966,928,218.76 37.18% 6.23% 7.85% 0.37% 

混凝土 96,661,760.81 39,907,284.02 41.29% 20.17% 21.5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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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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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国家新金融工具和新的会计政策调整。具体详见本报”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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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江西东鑫混凝土有限公司65%

股权的议案》，于2019年7月1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2、为了推动瑞金骨料生产线建设，2019年6月21日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000万元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

“瑞金市万年青矿业有限公司”； 

3、为了推进玉山商砼、骨料项目建设，2019年9月20日，由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注册成立

了“玉山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4、为了投资建设万年县大源110V输变电工程，2019年7月26日公司投资2000万元注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万年县万年青

电力有限公司”。 

5、2018年12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成立德安万年青配售电公司的议案。2019年1月24

日，公司在德安县注册成立了“德安万年青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 

 

                                                     董事长：江尚文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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