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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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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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58248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36,659,872.00元。本年度公司现金

分红比例为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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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水泥 6008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宣能 林国金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号

福能方圆大厦13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号

福能方圆大厦13层 

电话 0591-87617751 0591-87617751 

电子信箱 2268780843@qq.com linzy2010@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水泥及熟料的生产及销售，现拥有6条在产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

线，具备年产熟料799.5万吨、水泥1200万吨的能力，当前在建熟料生产线1条、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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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万吨。目前公司生产基地布局在福建省的永安市、南平市、泉州市、福州市、宁

德市等地区，生产的产品主要有 “建福”和“炼石”两个品牌的各等级硅酸盐水泥，

通过公路、铁路运输将产品送往福建省各区域市场。公司产品广泛用于公路、铁路、

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城市房地产开发、农村民用建筑等。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对生产所需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等实行集中采购，对原煤等重点

物资在进行招标采购的同时，还采取定点定矿采购的模式加以补充。在产品销售方面，

公司实行“统一销售、集中管理”，根据销售对象的不同，建立了经销模式为主、直

销模式为辅的多渠道、多层次销售网络。 

（三）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

公路、机场、港口、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以及城市房地产开发和农村民用建筑

建设。水泥行业的发展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并受固定

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同时，国家施行的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节

能减排、环保法规亦对水泥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水泥需求，推动水泥行业快速发展。 

1985年起，我国水泥产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至2014年水泥产量24.8亿吨创下历史峰

值。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进入“新常态”，水泥需求平稳并有下降趋势，行

业进入产能过剩时代。2016年起，我国开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成为

水泥行业的持续性特征；同时，错峰限产、行业自律、环境治污、环保督察等措施的

持续推行，亦影响市场供需关系改善。 

公司为福建省水泥行业的传统龙头企业，也是福建省唯一一家水泥板块上市公

司。2006年12月，公司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列入“国家重点支持水泥工业

结构调整大型企业(集团)名单”中重点支持的60家企业，是福建地区仅有的两家入围

水泥企业之一。目前，公司加快安砂二期项目建设，预计2021年6月建成投产，届时

公司拥有的4500t/d以上生产线将有5条，无论是先进产能比重还是总产能，在省内水

泥行业中都将处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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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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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509,478,545.75 3,933,549,370.87 14.64 4,003,083,106.11 

营业收入 2,960,467,154.23 3,043,783,250.03 -2.74 2,947,371,48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7,860,027.66 466,908,623.75 -40.49 337,497,65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337,125.01 392,980,892.18 -26.37 330,297,15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61,418,539.68 1,395,365,288.04 19.07 855,474,68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5,097,563.21 644,970,593.96 -37.19 933,029,97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6 1.019 -40.49 0.7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6 1.019 -40.49 0.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3 40.39 减少21.26个

百分点 

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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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73,440.15 841,349,572.03 770,187,339.51 917,056,80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34,701.00 125,872,899.62 17,279,307.39 59,573,1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161,567.81 123,374,528.53 18,397,337.65 73,403,69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741,283.97 245,292,077.11 196,475,487.13 120,071,2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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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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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21,982,618 131,895,707 28.78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420,167 14,521,000 3.17 0 无 0 国有法人 

朱巍晨 1,639,540 1,639,54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誉华 339,100 1,498,0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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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中证全指建

筑材料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1,376,100 1,376,100 0.30 0 无 0 其他 

陈健南 756,577 1,244,177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万曦 1,117,009 1,117,009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俊 1,100,000 1,100,0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飞凤 1,091,402 1,091,402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耿婵娟 1,022,480 1,022,48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与

福建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二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详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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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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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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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启动推迟，公司第一季度水泥销量同比大幅下滑

33.18%。随着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采取各项有效政策措施，复工复产深入推

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回升，推动市场需求回升明显，从 4 月份起公司水泥销量

快速增加，持续至年底单月销量均为历史同期最高。1——8 月，受水泥企业库存

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水泥价格“高开低走，公司水泥平均售价 1月 406元/吨（不含

税，下同），到 8月份下滑至 253元/吨，幅度为 153元。9——12月，公司水泥平均

售价“环比上涨、同比下降”，至 12 月水泥平均售价 296 元/吨。全年公司水泥销售

呈现“量增价减“”的特点。2020 年公司生产熟料 724.40 万吨、水泥 1,018.5 万吨，

同比分别增加 1.4%和 14.19%，销售水泥（含商品熟料，下同）1,010.32 万吨，同比增

加 9.28%。全年水泥平均售价 290.45元/吨，同比下降了 15.81元，降幅 5.16%。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6,046.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8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0.49%，扣非后净利润

28,933.71 万元，同比减少 26.3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09.76 万元，

同比减少 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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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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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2017年 7月，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批

准。 
影响详见年报

全文财务报表

附注相应部分 2、2019年 12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

会〔2019〕21号），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

始执行。 

已经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

会 议 审 议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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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主 要 经

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厦门金福鹭建材有限公司 厦门 厦门 销售 100.00  设立 

永安市建福设备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安装维修 100.00  设立 

泉州市泉港金泉福建材有限公司 泉州 泉州 生产、销售 100.00  设立 

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生产、销售 96.36  设立 

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生产、销售 80.00  设立 

福州炼石水泥有限公司 闽候 闽候 生产、销售 100.00  设立 

福建永安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永安 永安 生产、销售 100.00  设立 

福建省海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德化 德化 生产、销售 55.99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福建省宁德建福建材有限公司 福安 福安 生产、销售 71.58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2、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1）2020年 4 月 14日福建省建福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建省建福建材

有限公司。报告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子公司福建安砂建

福水泥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吸收合并福建省建福建材有限公司，完成后子公司法人主体

存续。2020 年 12月 24日，福建省建福建材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2）2020年 11 月 17日，莆田建福大厦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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