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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1-22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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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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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440,3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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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双马 股票代码 0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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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军 景晶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成都

国际金融中心 1 号写字楼 26 楼 2 号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一号成都

国际金融中心 1 号写字楼 26 楼 2 号 

传真 028-63231549 028-63231549 

电话 028-63231548 028-63231548（投资者咨询专线号码）  

电子信箱 public.sm@sc-shuangma.com public.sm@sc-shuang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包含生产销售硅酸盐水泥等相关系列产品、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水泥等建材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水泥、商品熟料、骨料等，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机场、电站、房地
产、市政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公司从事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及投资业务，公司作为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通过基金管理业务向所管理的基金收取管理报酬。公司水泥建材业务及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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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在行业中整体具备一定优势，同时公司利用资本优势，以出资人的身份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

获取投资收益。 

 

（一）水泥等建材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以质量为核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确保安全健康及环保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经营，根据行业特

点和用户需求，制定公司年度及月度生产及销售计划。公司在销售模式上执行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策略，

对于袋装水泥产品，公司主要实行区域经销管理的模式。对于散装水泥产品，公司根据客户具体特点和需
求选择直销或经销模式。对于骨料产品，公司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模式。公司的日常采购主要通过

采购部统一招标，询比价，选择供应商，制定合同，进行管理和控制。 

 
2、水泥行业的发展阶段 

 

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克服新冠疫情影响，稳中向好的局面下，随着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

策和举措的常态化运行，各区域水泥行业协会的积极协调和推动，作为投资驱动型行业，水泥行业已进入

去产能、调结构、促创新、增效益的发展新阶段，正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2020年水泥行业经济运行表现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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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依旧保持了稳健发展态势。2021年预计需求保持“平台期”，包括环保在内的多因素持续压
缩供给，水泥行业价格和效益预计将延续近两年的水平，除个别区域由于新增产能存在价格下行风险外，

主流市场价格有望依旧坚挺，效益有望继续保持稳定。（资料参考来源：数字水泥网网站）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周期性特点及季节性特点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制约，部分项目的施工进度延迟，对水泥、骨料业务的量、价均造成显著影响。

进入2020年下半年，各级政府持续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快“六保”“六稳”政策落地，多措并举

巩固经济复苏向好态势，与水泥、骨料需求密切相关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复苏及发展
产生重要支撑作用，带动公司水泥、骨料销售快速提升，一定程度弥补了上半年疫情带来的业绩损失。虽

然同时下半年汛期影响超出预期，对生产和销售造成阶段性负面影响，在公司各级组织积极应对，调整销

售策略和市场布局的措施下，确保了汛期影响及时消化，全年运营整体较为平稳。 

同时，水泥及骨料是典型的周期性、重资金的行业，受益于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发展、

稳定就业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国内流动性和水泥行业上下游的资金情况得到改善，助力公司年度经营业绩。 

从年度经营来看，水泥及骨料销售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春节前后是淡季，此外6-8月份的高温和雨季

会对项目施工和水泥、骨料需求有一定影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字水泥网网站） 

 

（二）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二级子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西藏锦合”）管理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简称“和谐锦豫”）和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和谐

锦弘”）二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西藏锦合主要负责向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服务，包括对投资标的的寻找和
筛选、执行尽职调查、提出投资分析及建议、风险管控、项目管理等投资工作提供服务。公司私募股权投

资管理业务的经营模式是向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服务、收取管理费。 

 
2、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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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末，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14,986家，

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9,403只，存续规模9.46万亿元，存续创业投资基金10,399只，存续规模1.60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20年，在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处于调整期。2020年初暴发疫情虽然在短

期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相当的冲击和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人力人才资
源优势还在，韧性很强、潜力很大，从长期看，基本面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危机中必将孕育出技术变革、

产业变革、管理效率变革等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疫情重

新调整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周期，并创造了践行价值投资的良好机会。（资料参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受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经济运行周期、国内外资本市场环境变化、政

策变化、疫情冲击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近年来，虽然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有所降温，但热门行业和热门区

域仍延续近年来快速发展趋势。随着政策红利释放，中小、高新、初创科技型企业标的增幅明显，科技、
消费、大健康产业投资最受关注，增长较快。（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差异化的募资策略，创新合作模式，投资地域、行业及策略的调整，专业化投后管理和退出渠道的多

元化均为私募投资管理行业的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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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472,723,613.28 1,810,460,872.34 -18.65% 1,939,574,2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8,754,407.86 728,684,384.66 21.97% 695,658,08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4,569,702.91 677,984,584.58 -9.35% 672,038,43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019,488.42 898,639,491.19 -33.12% 693,782,46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 0.95 22.11%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6 0.95 22.11%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7% 18.95% 增加了 0.22 个百分点 21.8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5,517,059,637.34 4,853,141,173.43 13.68% 4,171,824,83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62,076,473.57 4,209,134,722.17 20.26% 3,482,640,9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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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59,400.26 500,485,629.65 333,079,193.65 309,699,38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115,410.54 250,520,637.39 312,619,660.88 192,498,69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346,125.06 198,060,771.88 164,333,911.74 130,828,8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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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779,663.14 242,670,209.68 74,682,078.78 185,887,5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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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3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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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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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和谐恒源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2% 202,446,032 0 质押 185,763,279 

天津赛克环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00% 190,877,024 0  0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 

境外法人 17.55% 133,952,761 0  0 

薛红新 境内自然人 0.46% 3,500,000 0  0 

胡燕英 境内自然人 0.44% 3,333,600 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5% 2,649,912 0  0 

王邵程 境内自然人 0.30% 2,300,000 0  0 

杨迎春 境内自然人 0.26% 1,950,000 0  0 

韩杨 境内自然人 0.22% 1,700,076 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1% 1,621,277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和谐恒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林栋梁、天津赛克环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天津赛克环”）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为林栋梁。2016 年 8 月 19

日，天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之一，鉴于天津赛克环以协议受让的方式

取得四川双马 25%股份，天津赛克环决定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和谐恒源自天津赛克环取得四

川双马股份之日起（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作为天津赛克

环持有的四川双马全部股份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全权代表天津赛克环，按照四川双马的

章程规定行使：（a）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

使表决权；（c）上市公司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d）上市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权。2016 年 11 月 24 日，天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

了《授权委托书》之二，将天津赛克环以要约收购的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 49 股股份的表决权

委托给和谐恒源。相关权利义务安排与《授权委托书》之一相同。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和谐恒源以及天津赛克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018 年 5 月 28 日，和

谐恒源与 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简称

“LCOHC”）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LCOHC 将通过其控制的四川双马 17.5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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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52,761 股）与和谐恒源在四川双马股东大会上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实施一致行动。包

括但不限于在下述具体事项上保持一致行动：（a）召集、召开和出席四川双马的股东大会会

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

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c）四川双马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提名权；（d）四川双马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四川双马股东大会提案权。协议签署后，和

谐恒源控制的四川双马表决权为 527,275,817 股，占四川双马总股本的 69.07%。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票 202,446,032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532,000 股。薛红新共持有公司股票 3,500,0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280,000 股。

胡燕英共持有公司股票 3,333,600 股，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王邵程共持有公司股票

2,300,000 股，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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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截至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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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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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水泥等建材业务的概述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继续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

力度，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多措并举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分阶段、有节奏、有针对性地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带动了水泥需求快速回升。（资料

来源：数字水泥网、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健康、安全及环保管理方面，公司根据国家相关安全及职业卫生法规政策，建立健全公司内部健康

与安全管理体系。四川双马宜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具有“国家一级安全标准化企业”称号，所属矿山具有“矿
山二级标准化企业”称号,同时也是“省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政策和标准，采

用有利于改善环境的先进生产工艺和装备，减少化石燃料等消耗以及CO2排放。公司积极响应政府错峰生

产政策，制定错峰生产计划，污染源排放量符合国家标准。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发
出了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包含了错峰生产的时间及其他相关要求。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营销团队不断创新疫情形势下的营销思路，大力拓展外围

市场，2020年下半年，面对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积极拓展思路，主动应对，通过开发铁路

运输、调整市场布局等方式，充分借助区域内社会经济持续回暖和地区行情向好的趋势，在第四季度实现
了产品量价环比提升。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局部地区煤矿停产，资源较紧张，公司通过加强煤炭市场调研、引入战

略供应商、引入北方煤炭等方式缓解供需紧张的局面，同时，公司充分利用国家出台的高速阶段性免通行

费及部分减免火车运输杂费等政策，确保了煤炭供货的稳定。 

 
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严格贯彻质量管理体系，规范执行各项生产管理制度，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公

司持续提升工业业绩管理水平，各项指标始终保持业内先进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对生料原料配比

的管理，改善了原燃材料和可替代原料的资源化利用。 

 
2020年6月12 日，公司与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遵义砺锋水泥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准备出售公司持有的遵义砺锋水泥有限公司（简称“遵义砺锋”）100%股权。该交易于

2020年6月29日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2020年8月24日，各方办理完毕交接手续。2020

年8月27日，遵义砺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公司不再持有遵义砺锋的股权。出售遵义
砺锋后，公司水泥等建材业务市场集中于以宜宾市为中心的四川省南部并辐射周边。近年以来，川南区域

的经济呈现加速发展、后发赶超的态势，宜宾市位处川渝经济圈，正在着力打造川渝地区经济副中心，具

备较好的区域优势，为公司水泥业务提供了保障。公司将继续聚焦四川区域水泥业务板块的稳定运营和稳
步发展，不断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 

 
（2）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的概述 

 
 
依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末，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14,986家，

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9,403只，存续规模9.46万亿元，存续创业投资基金10,399只，存续规模1.60万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报告期内，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震荡、疫情冲击和政策变化的背景下，西藏锦合积极应对私募股权投资

市场的变化，抓住机遇，聚焦优势产业，加强运营管控，推动投资业务，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仍保

持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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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管理方面，西藏锦合作为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的管理人，积极谨慎地履行管理职责，严格遵守

私募基金相关律法规，配备高素质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建立了规范严谨的投资管理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

主要经营活动包括对投资目标实施调查、分析、设计交易结构和谈判，对被投资企业进行监控、管理，提
交关于投资退出的建议等。 

 

和谐锦豫的投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泛文化、先进制造、跨境电商物流等，和谐锦弘的投资方

向重点关注先进制造与新能源行业，包括LED太阳能、芯片设计制造、消费电子、智能装备、工业自动化、
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半导体设备等。报告期内，西藏锦合积极物色投资领域内的具有高速发展潜力或

独特竞争力的企业，同时对既投企业实施专业化投后管理，针对投后企业的发展规模和业务类型，构建结

构化的投后管理流程，深入了解企业内部管理情况，对项目进行持续跟踪和价值提升。 

 
西藏锦合的投资团队始终坚持严格的投资标准，最大限度控制项目的投资风险，持续提升专业投资和

价值创造能力，在为公司创造收益的同时也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3）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瑞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Swiss Education Group Holding AG签署了《上
海瑞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SEG Holding合作协议》，就合作办学、校企合作、独立建校、资质培训、线

上教育、课程研发及居间代理等业务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调整，公司于2019年12月决定将持有的北京国奥越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简称
“国奥越野”）全部股权予以转让。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本次股权出售涉及的标的股权已过户完成，公

司不再持有国奥越野的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认真执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公司不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涵盖水泥业务、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等，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9

亿元，业绩实现了增长。 

2021年，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围绕既有的战略定位，深耕基础经营，提高运营效率，完善治理
结构，优化管理制度，根据业务形态的特征，进一步加强对各业务板块的经营管理，努力为全体股东创造

价值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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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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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产品 979,006,441.43 445,219,798.11 26.14% -27.08% -6.75% 
减少了 5.81 个百

分点 

骨料产品 159,579,618.34 93,983,848.56 61.47% 87.70% 84.31% 
减少了 0.65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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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管

理 
333,153,837.82 330,618,029.15 100.00% -11.11% 9.9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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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和计量的5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对于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本公司予以简化处理，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
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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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4家子公司，减少2家子公司。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

范围的变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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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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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截至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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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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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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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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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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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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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