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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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2,063,92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8.5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峰水泥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0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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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辉

徐小锋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38 号西溪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38 号西溪
乐谷创意产业园 1 号楼 E 单元
乐谷创意产业园 1 号楼 E 单元

传真

0571-56075060

0571-56075060

电话

0571-56030516

0571-56030516

电子信箱

quhui123@sina.com

sfsn67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水泥建材业务
1、主要业务
公司多年来主要专注于从事水泥熟料、水泥、特种水泥、混凝土、骨料等建材产品的生产制造和销售。
近年来，公司充分应用已有资源向相关产业延伸，水泥窑协同处置环保业务成为公司重要新业务，同时公
司正在向基建与建材产业链相关的智慧物流等业务拓展升级。
2、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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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品种主要包括 42.5 级水泥、52.5 级水泥和油井特种水泥等，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
工程、油井等基础设施或大型重工业设施项目，以及城市房地产开发建设和农村市场，公司的混凝土和骨
料也应用于上述各类建筑工程和建筑设施。水泥熟料是水泥的半成品，公司部分水泥熟料直接销售给水泥
粉磨企业。
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固废的环保业务可以为各类工业企业和油田等提供危险废弃物、油污泥、
固体废弃物处置服务，也可以为城市市政提供各类生活垃圾、污泥和其他危固废的“资源化、无害化、减
量化”综合处置服务。
3、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总部为投资和战略管控中心、区域为市场经营中心、各个子公司为生产成本中心的运营管控
模式，实现了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运营模式。
水泥属于基础原材料行业，是区域性产品，其销售半径受制于运输方式及当地水泥价格，公司的水泥
销售模式根据销售对象的不同，建立了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的多渠道、多层次的销售网络，同
时公司正在通过自有电商平台和物流贸易供应链平台推广销售终端产品。
公司的主要原燃材料为煤炭、石灰石、砂岩等，并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公司主要原料均有充足储备
或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应渠道，目前生产所需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等也充分运用电子采购交易
平台等渠道进行集中采购，产业互联网和工业智能化的应用正在助力公司向智能化制造经营方向全面升级
发展。
二、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地位
1、水泥行业的发展阶段
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原材料，用水泥制成的砂浆或混凝土，坚固耐久，广泛应用于土木建
筑、水利、国防等工程，目前国内外尚无任何一种材料可以替代。水泥需求与宏观经济走势正相关，经过
多年快速增长，目前国内人均水泥消费量处于高位，总需求量进入相对稳定的平台期，但行业总体产能供
给过剩，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任重道远。
2020 年水泥行业经济运行表现为“急下滑、快恢复、趋稳定”的特征。水泥产销量实现同比增长由负转
正，2020 年全国全年水泥产量达到 23.77 亿吨，同比增长 1.6%，保持高位平台期。水泥价格处于高位震荡，
呈现出“先跌后扬”的“V”字型走势，价位水平与 2019 年相当，行业实现利润 1,833 亿元，同比下降 2.1%，
水泥行业依旧保持了稳健发展态势（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2、水泥行业周期性特点
水泥行业发展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等紧密相关，发展规律具有周
期性特点，但近年来供给侧改革、产业集中度提升及能耗环保控制等相关因素使产能供给得到有效控制，
新增市场也得到严格控制，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分散市场时期的大幅周期起伏，总体走向成熟市场平稳
趋势。
国内各区域市场周期特点仍有明显的差异，尤其是气候季节因素和生产施工环境条件因素使北方的季
节性淡旺季周期相对明显，而南方除传统春节冬歇外季节性淡旺季波动已不再明显，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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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步趋于稳定。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的水泥主业产能规模居行业前 20 强，目前公司在浙江、安徽、江苏、宁夏、新疆、内蒙古、贵
州、广西、江西等 10 个省份和境外的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拥有约 40 多家子公司，具备水泥熟料年产能约
1,475 万吨，水泥约 1,750 万吨，拥有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十一条，在建水泥熟料生产线四条。2006
年公司被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认定为国家重点支持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大型企业（集
团）60 强企业，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被中国水泥网评为水泥行业综合竞争力前三位，水泥产能全国
排名第十六位。
三、水泥窑协同环保处置业务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固废是符合国家产业支持政策和充分利用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的创新型环保
产业，也是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环境下企业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的务实行动。公司在发展规划中明确
了以水泥窑协同处置为企业高质量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向。公司子公司安徽上峰杰夏环保有限公司和宁夏上
峰萌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固废和危废填埋场等系列项目均已建成投产，可以解决周边城
市污泥、垃圾和危废、固废等处置消化难题，通过对危固废“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提升企业“碳中和”
质量，在创造经济效益新增长点的同时进一步体现公司的社会效益价值。
四、公司业务变化
公司在专注做好主业的同时，结合内外总体环境形势，逐渐拓展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环保和智慧物流等
相关产业，收缩和逐渐退出房地产业务，适度开展了新经济产业股权投资业务，但目前水泥建材主业占营
业收入比重仍超过 90%，全年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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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6,432,292,239.10

7,412,062,639.19

-13.22% 5,304,576,74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5,845,134.58

2,331,476,345.52

-13.11% 1,472,355,82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3,312,964.62

2,175,108,756.38

-14.79% 1,458,236,50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4,156,628.37

3,124,977,972.35

-35.55% 1,817,776,19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4

2.93

-13.31%

1.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3

2.93

-13.65%

1.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5%

53.27%

-19.72%

50.47%

2020 年末
总资产

11,303,732,426.10

2019 年末
9,899,462,6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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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7,002,430,7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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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75,844,428.67

5,429,856,317.06

24.79% 3,454,871,395.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051,781,621.53

1,822,439,219.15

1,576,742,799.73 1,981,328,59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207,434.95

672,324,173.34

505,451,663.03

511,861,86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0,554,168.23

569,114,120.00

419,983,802.46

573,660,87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575,037.19

399,910,183.98

534,129,558.24

558,541,8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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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64,060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68,623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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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87%

251,146,915

0 质押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0%

117,126,415

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2%

83,929,713

0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5%

44,350,000

0 质押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9%

11,268,891

0

陈颖

境内自然人

0.56%

4,555,816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一
组合

其他

0.55%

4,500,368

0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36%

2,919,628

0

蔡伟民

境内自然人

0.33%

2,700,218

0

杨洋

境内自然人

0.24%

1,978,1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07,800,000

10,000,000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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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未知上述除该公司外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参与
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11,420,000 股。公司股东杨洋合计持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978,145 股，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77,5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00,645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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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世界经济遭遇新冠疫情冲击陷入深度衰退，中国经济在年初重创后全民同力克服一切阻碍迅
速复工复产，经济也迅速恢复，步入稳定运行通道。在疫情和汛情洪灾双重影响下，水泥行业2020年经济
运行呈现为“急下滑、快恢复、趋稳定”特征。全年全国水泥和熟料产量同比略有增长，但营业收入和利
润总额均同比略降。
2020年，公司董事会按照中期发展规划坚持推进各项经营计划和发展项目的落地，积极应对疫情和洪
涝灾害对所在区域的影响，在做好抗疫防疫、救灾扶贫等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证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快速恢复复工复产。公司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整合收购了系列全新项目，完成了贵州独山等重大项目建设
和主要基地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升级，拓展了环保业务新增长点，产业链结构进一步丰富，新经济产业投
资取得突破，公司总体规模和竞争力实现了稳步增长。
在经历百年不遇的疫情和超长雨季洪涝灾害影响下，以及主要基地超低排放改造降低运转率的影响
下，公司在华东区域市场销量和售价均同比下降，销量增长所在的西北区域售价较低使公司全年产品均价
同比下降，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下降；但公司全年产品综合毛利率、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
收益率、人均净利润等指标均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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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多重困难与挑战之下的2020年却成为上峰新一轮发展起步之年。公司持续完善
“一主两翼”发展战略，围绕水泥建材+骨料环保+投资的三条发展线制定了稳中求进的成长路径，三条发
展线项目均成功落地，有序推进。
建材主业线发展稳步开拓。华东区域方面，公司在华东区域诸暨市次坞镇拟合作建设一条4500T/D新
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同步实施水泥窑协同处置等配套项目；收购了宁波甬舜建材年产200万吨粉磨站
21%的股权；颍上三期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项目继续推进。
西南区域方面，公司贵州南部独山水泥熟料生产线及配套水泥粉磨项目已顺利投产运营；毗邻的广西
北部都安新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公司将在贵州黔南州都匀市合作建设一条日产4000吨智能化水泥熟料生产
线及配套项目，三项目奠定了西南区域基本发展格局。
西北区域方面，公司完成了对宁夏上峰两条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复产与整合；在银川以西收购
了内蒙古松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85%股权，两基地呼应联动，并与新疆博乐和乌苏基地等共同增强了公司
在西北区域综合规模实力。
围绕主业产业链相关骨料、环保、物流等延伸发展线发展顺利。骨料业务方面，宁夏基地凭借丰富的
石灰石资源通过委托加工形式使骨料产能达到600万吨。加上目前华东的现有产能，骨料及块石等产能已
超过1500万吨，西部的增量丰富石灰石资源和南部贵州广西等充足资源储备进一步支撑公司骨料业务的快
速扩张；
危废处置环保是公司发展成长的新亮点，报告期内，宁夏16.8万吨水泥窑协同综合处置危废和油泥及
总量109万方的危废填埋、安徽水泥窑协同环保总量约33万吨的危废、固废、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均已取得
业务经营许可并已正式投运，至此两地总量约年产50万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固废，及后续依托国内三大区
域持续扩张增量使上峰一跃成为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环保产业新力量，上峰总体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新经济产业股权投资线，公司响应号召围绕国家重点支持倡导的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技术创新
领域，以及发挥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的优质企业股权作为标的，在芯片半导体、高端制造、环保等领域
开始稳步发力。基于与专业行业领军研究部门的紧密合作，目前公司已通过设立私募基金先后投资了显示
驱动芯片全球市占率第一的合肥晶合集成、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浙江硕维轨道及大湾区唯一一家已量产
的12英寸芯片制造企业广州粤芯半导体公司等项目，新经济产业财务投资对公司优化长期战略资源配置、
平衡单一产业周期波动、提升企业持续发展整体竞争力和综合价值具有显著意义。
目前公司“一主两翼”系列项目陆续落地，开始全面均衡发力，助推公司保持持续发展与成长。
公司2020年建立了生产技术中心、财务共享中心、集中采购中心，流程制度进一步完善，集团化运营
管理能力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入选“2020年中国企业信用500强”、“中国水泥企业综合竞争
力第三名”，公司被评为“上市公司主板价值100强”，董事会被评为“主板上市公司最佳董事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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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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熟料

1,605,901,380.11

808,302,538.85

49.67%

-5.84%

13.62%

-8.62%

水泥

3,855,144,006.32 2,066,375,484.99

46.40%

-10.65%

-7.53%

-1.80%

砂石骨料

571,645,034.40

116,569,410.37

79.61%

24.36%

14.44%

1.77%

混凝土

194,685,006.25

149,938,700.30

22.98%

4.41%

16.92%

-8.24%

房地产

185,169,287.00

164,175,452.51

11.34%

-72.58%

-73.47%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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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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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集
团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详
见第九节、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31、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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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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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都安上峰水泥有限公司投资设立都安上峰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0%。
2020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宁夏上峰萌生建材有限公司以固定资产投资设立宁夏上峰节能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7,073.32万元，持股比例为100.00%。
2020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怀宁上峰水泥有限公司以固定资产投资设立怀宁上峰节能科技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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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3,602.55万元，持股比例为100.00%。
2020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贵州金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贵州上峰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2,0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0.00%。
2020年9月，本公司投资设立合肥存鑫集成电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金额为人民币25,000.00
万元，持有份额为83.0564%。
2020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浙江上峰房地产有限公司设立财通证券资管智汇8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出资金额为人民币8,1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1月，本公司设立财通证券资管智汇8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6,300.00万元，
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司设立财通证券资管智汇8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8,1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财通证券资管智汇8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出资金额为人民币8,1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怀宁上峰水泥有限公司设立财通证券资管智汇8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8,1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诸暨上峰混凝土有限公司设立财通证券资管智汇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出资金额为人民币8,1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台州上峰水泥有限公司设立磐耀定制2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出资金额
为人民币2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设立国联定新3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出资金额
为人民币7,5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100.00%。
2020年1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司设立湖州盛元兴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金额为人民币4,0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97.0873%。
2020年1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司设立合肥璞然集成电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出资金额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持有份额为66.4451%。
2020年1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设立浙江上峰科环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45,0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79.00%。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

锋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