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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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末总股本 776,290,28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6.80 元现金股利(含

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含税 527,877,391.76 ,剩余利润 4,534,519,2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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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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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1-49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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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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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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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八大销售公司，分区域销售 17 家水泥生产基地，9 个商品混凝土生产

基地和 3 个骨料生产基地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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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汛情的双重影响，水泥行业运行出现大幅波动，其中一季度我国水

泥产量同比下滑 24%，创本世纪以来最大跌幅，二、三季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家

加快落实“六稳”“六保”政策，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恢复，水泥市场逐步好转，

需求强势反弹，水泥产量由负转正，水泥行业总体呈现了“量价齐稳”的态势，全年行业效益与

上年基本持平。 

2021 年，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企稳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基建

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加码，“十四五”规划项目也会陆续启动，区域市场前景有望向好。但国家政策、

环保压力、产能增加、资金环境、运输治理等不确定因素依然居多，机遇和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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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0,999,911,625.39 10,702,675,751.88 2.78 9,701,420,189.74 

营业收入 7,811,714,726.83 6,931,326,473.55 12.70 5,774,755,19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37,073,105.58 1,234,148,686.52 16.44 654,773,59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17,580,680.05 1,081,137,514.94 40.37 685,757,0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815,174,478.21 6,802,459,934.80 14.89 5,757,614,32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77,510,060.44 2,018,069,477.49 12.86 1,277,109,03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512 1.5898 16.44 0.8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512 1.5898 16.44 0.8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76 19.71 增加0.05个百分点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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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997,694.21 2,815,580,693.31 2,625,159,653.21 1,794,976,68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551,927.26 719,797,448.98 715,251,983.34  -10,528,25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0,861,521.91 725,372,657.94 714,696,647.08 56,649,85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8,019,574.17 961,633,039.07 1,116,906,667.18  20,950,7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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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5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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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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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0 102,772,822 13.24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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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3,027,604 19,495,154 2.51 0 未知  其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9,425,730 9,425,730 1.21 0 未知  其他 

谢仁国 4,673,964 4,673,964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莉飞 975,202 3,580,21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533,806 3,533,806 0.46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7,487,979 2,977,703 0.38 0 未知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启航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93,672 2,693,67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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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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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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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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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