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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9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1-08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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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华平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郭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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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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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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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91-88160230 0791-88160230 

电话 0791-88120789 0791-88120789 

电子信箱 zqb@wnq.com.cn zqb@wnq.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硅酸盐水泥、商品混凝土以及新型墙材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万年青”牌系列普通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以及商品熟料、

商品混凝土、新型墙材等。产品广泛用于水利、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民用建

房等各类建筑工程。公司的水泥产品采取以经销模式为主、直销模式为辅的营销模式，建立了多渠道、多

层次的营销网络。水泥销售市场以江西为主，向福建、浙江、广东等周边省份辐射，在江西的市场份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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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位居前列。公司在做大做强做优水泥主业的同时，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及扩张，并积极探寻其他领域的

股权投资，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 

    水泥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与钢材、木材、塑料统称为四大基础工程材料，水泥以其用量大、用途广、

性能稳定且耐久性好及其制成品结构性能优良等特点，成为建筑工程和各种构筑物不可或缺的最大宗的建

筑工程材料。我国水泥行业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行业，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较大，尤其与基建和房地产投

资关系密切。同时，水泥产品受运输的影响，区域性特征明显，并且建筑施工受雨水、气温等影响，因此

水泥行业还有季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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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9,016,827.43 11,390,430,730.54 10.00% 10,207,518,61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0,576,618.68 1,369,000,092.89 8.15% 1,137,578,10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0,668,020.52 1,357,374,081.33 2.45% 1,216,585,47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6,838,421.41 2,453,107,949.55 -8.82% 2,520,439,547.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568 1.7169 8.15% 1.4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679 1.7169 2.97% 1.4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0% 29.99% -3.99% 32.2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5,139,094,946.07 11,806,135,824.06 28.23% 10,053,606,84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92,271,491.61 5,064,874,638.25 26.21% 4,030,163,9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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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448,070.54 3,661,871,230.02 3,506,459,901.49 3,689,237,62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090,087.16 427,173,321.08 344,084,284.96 457,228,92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647,318.99 428,334,055.21 346,973,323.00 360,713,32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950,711.89 551,672,542.28 577,007,219.09 1,358,109,3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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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71 年度报告披露 70,894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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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东总

数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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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553,3

21 
   

中建材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9,000,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 8,791,071    

上海保银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保银

紫荆怒放私

募基金 

其他 0.62% 4,978,069    

杨全玉 
境内自然

人 
0.42% 3,350,00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银顺兴

回报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8% 3,031,200    

陈绵光 
境内自然

人 
0.27% 2,1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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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6% 2,050,711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4% 1,888,380    

韩志国 
境内自然

人 
0.21% 1,65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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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绵光、韩志国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和普通证券账户共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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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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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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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经营业绩再创纪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达151.4亿元，同比增长28%，归母净资产64

亿元，同比增长26%；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5.3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净利润22亿元，同比增长

6.9%；其中归母净利润为14.8亿元，同比增长8.15%，扣非净利润为13.9亿元，同比增长2.45%。 

（2）绿色创建成绩斐然。福清公司、石城公司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评审；于都公司矿山进入全国绿色

矿山名录；万年厂、玉山公司、乐平公司6座矿山通过“绿色矿山”现场评审。 

（3）智能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ERP系统一体化管理平台基本上线。瑞金公司、于都公司“03专项”

试点应用建成运行；于都公司被评为全省首批“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企业。赣州公司、上犹新材获

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德安项目建成投产，万年厂搬迁项目8号窑点火试运行；瑞金骨料、玉山骨

料及商砼项目建成投产；万铜公司脱水车间投入使用；德安公司、于都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有序推进；

赣州物流园项目启动建设。 

    （5）平安建设成效显著。企地携手，抗疫防洪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落实主体责任，强化

源头稳控，全年未发生重伤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公司万年厂在2020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获通

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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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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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8,142,278.

30 

2,793,969,263.

23 
37.56% -6.79% -8.81% 0.38% 

混凝土 
2,627,927,508.

46 
637,230,829.46 24.25% -5.62% 24.91%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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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国家新收入准则和新的会计政策调整。具体详见本报”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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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4月17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000万元，注册成立了“瑞

金市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2.2020年5月26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德安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和江西浦青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分别

出资2,750万元、2,250万元，注册成立了“江西德安万年青环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5%；  

3.2020年8月14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江西瑞金万年青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江西迅通物流有限公司分别出资2,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注册成立了“江

西赣州万年青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60%；  

4.2020年8月27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广州南沙聚通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以及广州市森迪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分别出资2,750万元、1,675万元、575万元，注册成立了“江西于都万

年青聚通环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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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年9月25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注册成立了“于都万

年青矿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6．2020年10月15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投资8,000万注册成立了“江西南方万

年青国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7.2020年12月25日本公司子公司江西赣州万年青物流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注册成立了“赣州万年

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8. 2021年1月6日玉山县万年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注销； 

9. 2021年2月24日瑞金市万年青矿业有限公司注销。 

 

 

                                                   董事长：林榕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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