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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0-059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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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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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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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峰水泥 股票代码 0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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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辉 徐小锋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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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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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1-56030516 0571-56030516 

电子信箱 quhui123@sina.com sfsn672@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74,220,840.68 2,888,343,717.4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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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8,531,608.29 950,070,445.46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59,668,288.23 867,081,625.70 -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1,485,221.17 1,296,262,558.38 -2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6 1.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6 1.20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9% 25.45% -7.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389,241,158.86 9,899,462,608.91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23,073,518.11 5,429,856,317.06 5.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1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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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27% 262,566,915 0 质押 157,840,000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0% 117,126,4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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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8% 47,000,00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3% 9,157,462 0  0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8% 7,195,920 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其他 0.66% 5,364,104 0  0 

陈颖 境内自然人 0.48% 3,906,800 0  0 

蔡伟民 境内自然人 0.48% 3,880,018 0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二组合 其他 0.41% 3,355,943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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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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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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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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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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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我国在面对疫情等严峻风险挑战下，经济运行先降后升、稳步复苏，其中，国内生产总

值（GDP）同比下降1.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1%。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9%，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下降2.7%。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开始进入常态化阶段，各行业复苏势头良好，整体经济明显恢复。

投资降幅逐月收窄，逐步恢复；基建投资有序回暖，房地产投资率先转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上半年水泥行业在“新冠疫情”和“超长梅雨”双重影响下，国内水泥市场需求阶段性下滑严

重，企业库存持续高位运行，但大部分地区水泥价格仍然保持在相对合理水平。2020年上半年，全国累计

水泥产量10亿吨，同比下降4.8%，水泥营业收入4262亿元，同比下降6.1%，利润767亿元，同比下降6.1%，

虽然收入和利润均呈双降趋势，但降幅不断收窄，且行业利润总额依旧处于历史同期第二高位（仅次于2019

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字水泥网） 

2020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努力克服疫情和

局部地区洪涝灾害影响，做好抗疫防疫、救灾扶贫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证生产经营平稳运行，严控成

本费用，稳步扩展市场，狠抓工程进度，确保实现目标。管理层围绕“稳中求进、全面提升”目标不动摇，

提效率、促增长，并积极利用投资手段增效益，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图发展，继续扩张，夯实总体竞争力，

构建公司发展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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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水泥及水泥熟料产品产销量克服了各种困难，同比继续保持增长，产品综合价格水平

受疫情和雨季影响略低于上年同期；公司砂石骨料产能及产销量同比快速增长，宁夏上峰一期骨料项目300

万吨产能投入运行，砂石骨料产品盈利继续上升；另外，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实现盈利约1.7亿元，比

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公司环保产业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和危废填埋场项目、贵州日产4500吨技改项目

均已追回了疫情影响的时间损失，项目进度符合前期计划，下半年将全部建成投运。公司上半年度业绩总

体实现稳中有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020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水泥熟料223万吨，销售水泥508万吨，水泥和水泥熟料总销量731万吨，总销

量比上年同期上升13万吨；骨料销售量341万吨，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8.74亿元，

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0.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5%，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18.0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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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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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报告期投资设立两家子公司：宁夏上峰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怀宁上峰节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  锋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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