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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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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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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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松建化 6004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军凯 熊学华 

办公地址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林园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林园 

电话 0991-6625372 0997-2813793 

电子信箱 468016805@qq.com Xxh723@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水泥、建材、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经过多年发展，业务范围涵盖

水泥、建材、商品混凝土和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所处行业为水泥制造业，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前几年新疆水泥投资过热，新建水泥企

业产能释放，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水泥供大于求，造成水泥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低，市场



竞争激烈。同时，随着水泥行业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和投资的增长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直接受

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机遇和挑战并存。 

国家发改委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作为产能严重过剩的水泥行业“去产能”

任务艰巨，国办发{2016}34 号文件将推行错峰生产列入水泥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之中，加上

环境约束力的增强，各地方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增强，有了政策的支持，加上政府和行业协

会的推动，错峰生产的范围和力度会更大，阶梯电价实施加速落后产能退出，对水泥效益的回升

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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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827,708.651 798,861.09 3.61 833,665.15 

营业收入 303,464.58 313,949.11 -3.34 241,35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43.79 22,054.29 14.46 36,5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68.06 42,868.00 -54.12 15,62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0,496.19 465,219.09 1.13 441,54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61.03 130,702.24 -59.71 79,1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8 4.87 
增加0.41个百

分点 
8.6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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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2.17 116,083.49 91,307.98 79,35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50.82 19,131.95 12,336.56 1,3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376.40 18,216.10 8,218.19 1,61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672.01 33,855.04 28,314.99 15,1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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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19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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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0 361,367,646 26.21 0 无 0 

国有

法人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

程有限公司 
0 42,163,052 3.06 0 无 0 

国有

法人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4,080,000 34,080,000 2.4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13,787,900 14,012,100 1.02 0 无 0 

国有

法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0 10,300,000 0.75 0 无 0 

国有

法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9,454,800 0.6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9,454,800 0.6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9,454,800 0.6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9,454,800 0.6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9,454,800 0.6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与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属于一

致行动人；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

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九

条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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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公司主导产品水泥的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有小幅的下降，水泥销量

同比较上年减少 3.97%，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34%%；同时，公司狠抓生产经营管控，

加大应收款的清收，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期末减少 1,912.38 万元，应收账款余额连年下降。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34%，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 3.40%；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

降 4.59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14.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5,243.7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54.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9,968.06 万元，主要是上一报告期

四个破产子公司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和博乐市青松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奎

屯青松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进入破产程序 ，公司计提了大额的信

用减值损失计 8.31 亿元，本报告期补提了 2,113.22 万元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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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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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全部子公司（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单独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被本公

司控制的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及结构化主体。 

 

 

 

董事长：郑术建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