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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9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0-53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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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年青 股票代码 00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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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仁宏 易学东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万年青科技园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万年青科技园 

电话 0791-88120789 0791-88120789 

电子信箱 zqb@wnq.com.cn zqb@wn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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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3,319,300.56 4,420,677,765.56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9,263,408.24 603,262,728.84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82,981,374.20 599,275,486.78 1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1,721,830.39 414,794,281.69 -27.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19 0.7566 12.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19 0.7566 1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9% 14.2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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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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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3,678,932.43 11,806,135,824.06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49,568,661.75 5,064,874,638.25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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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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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58% 339,553,321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9,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53% 28,142,690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易方达基金臻选 2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2% 4,152,889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外贸信托－外贸信托·稳

富 FOF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48% 3,811,8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2% 3,367,053    

胡兴建 境内自然人 0.35% 2,810,450    

富小强 境内自然人 0.29% 2,302,400    

颜丹丽 境内自然人 0.29% 2,290,090    

安信基金－浦发银行－安

信基金股票精选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8% 2,19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参股了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同时

也是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胡兴建、富小强、颜丹丽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和普

通证券账户共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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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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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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公

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营发展，克服疫情影响，努

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各项工作保持了平稳态势。具体如下：   

（一）战疫情、保生产，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第一时间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所属单位建立相应指挥组，细化各项

防控措施。按照差异化防控要求，建立科学精准防控措施，推动员工尽快返岗复工。积极采购各类防疫物

资，保障员工返岗复工需求，公司较早实现了复工复产。 

（二）拓渠道、强服务，营销质量有效提升 

       牢固树立“份额优先”意识，持续深化渠道建设。密切跟踪基建项目的复工复建情况，加大市场

拓展力度。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协助客户整合物流资源，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梳理销

售制度，完善管理体系，加强销售队伍建设。 

（三）抓对标、补短板，运行质量逐步优化 

持续开展外部对标管理，加强“走出去”学习交流，在动态对标中，优化各项经营指标。深化企业内

部区域对标，持续挖掘降耗空间，采用新材料替代天然砂石，降低商砼生产成本。墙材板块以扭亏为主线，

查找管理短板，对症下药，提高成品率、孔洞率，降低生产成本。 

（四）夯基础、挖内潜，管理水平持续增强 

拓宽煤炭采购渠道，与大型煤企扩大长协合作，进一步提高煤炭直供比例。踩准煤炭采购节奏，统筹

煤炭运输，严控运输途损，煤炭采购成本大幅降低。在用好京东慧采电商平台采购的同时，大力推行阿里

巴巴平台询比价和公开招标。 

密切跟进并落实国家有关疫情防控期间财政贴息、社保减费、减税降税及高速通行免费等政策落地，

实现开源节流。丰富财务资源配置，加强银企合作，降低融资成本。积极推进资本运作，顺利发行10亿元

可转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以ERP项目建设为主线，推动信息化建设。推进建设“物联工厂”，于都公司进入收尾阶段，并荣获江

西省首批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企业。 

（五）重内控、防风险，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推进体系管理，结合能源、职业健康管理体系换版，改善管理体系运行环境。开展财务交叉专项检查，

推动财务管理规范高效。建立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坚持风险导向，扎实开展审计工作，

防范生产经营风险。加强合同法律审查，防范经营风险。运用法律手段，收回商砼应收账款250余万元，

维护公司合法利益。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月”活动，层层压紧压实安全

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水平。顺应环保形势，组织实施墙材企业烟气处理技术改造。 

（六）抓项目、促发展，转型步伐加快推进        

统筹疫情防控和科学施工，全力以赴推进万年厂技改环保搬迁项目和德安项目建设。以万铜项目为切

入点，推进尾矿综合利用。强化施工管理，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玉山、瑞金、万年骨料机制砂项目扎实

推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绿色工厂、绿色矿山创建。万年厂、赣州公司积极申请矿山扩深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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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储备整合，增加矿产资源储量。实施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拓展水泥窑炉功能。德安公司水泥窑协同处

置固废项目完成工商注册登记，于都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正开展前期筹备工作。依托公司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物流贸易产业。 

（七）凝人心、聚合力，党建质量明显提升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引领，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对

各基层党委部分班子成员和纪委书记进行调整和科学配置，强化班组建设。 

强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挖掘和展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一线的感人事迹。1人当选全国建材行

业劳动模范，2人被评为省国资系统“新时代赣鄱先锋”。加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提高廉洁从业

意识；驰而不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抓“四风”，巩固深化作风建设；认真落实监督责任，开展

专项检查和督查，积极主动发现问题，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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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修订) 》(“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修订及解释、暂行规定，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

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

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

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

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如下： 

项目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账款 董事会已批准  -162,742,867.12   -41,786,765.25  

合同负债 董事会已批准  146,765,896.39   36,979,438.27  

应交税费 董事会已批准  15,976,970.73   4,807,326.98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及母公司利润表各项目、2020年半年度合并现金流

量表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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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安万年青公司合资成立公司

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德安万年青公司与具有相关经验的单位合资设

立新公司，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项目。2020年5月26日，江西德安万年青环保有限公司注册成

立，由德安万年青公司控股，持股比例为55%。 
 

董事长：林榕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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