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5122                                                  公司简称：四方新材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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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拟以 2020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拟派发的现金股利共

计 73,866,000 元。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4 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172,354,000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方新材 60512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勇 - 

办公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南湖路306号 - 

电话 023-66241528 - 

电子信箱 security@cqsifang.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商品混凝土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业，同时生产建筑用砂石骨料的建筑材料制造商,

目前主要生产并销售各强度等级普通商品混凝土、高强度商品混凝土，以及特种商品混凝土，如



自密实商品混凝土、大体积商品混凝土、抗渗防水商品混凝土等。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道路、桥梁、隧道、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公

司拥有“环保型、规模化、自动化”的商品混凝土生产基地，设计生产能力约 480万立方米/年，

是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首批授予“预拌混凝土绿色建材评级标识”

的商品混凝土企业，有效提升了生产过程节能环保水平，实现了产品性能和质量的标准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供应部根据销售、生产计划、库存情况制定采购计划，实施原材料采购，试验室负责对

采购的原材料进行检验。 

在水泥的采购方面，公司自成立以来即选择重庆市产品品质、供应能力排名前列的水泥生产

厂商进行长期、深度的合作。同时，公司综合比较价格、产品品质、运输距离等因素，选择数家

水泥生产商作为备选，在水泥需求量较大且主要供应商难以满足公司需求时进行采购。 

对于外部采购的砂石骨料，公司采取市场询价，同时比较质量和供应能力进行采购。公司拥

有储量丰富的石灰岩矿山资源，在砂石骨料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公司将逐步加大

自产砂石骨料的供应量，实现自产砂石骨料替代外购砂石骨料。 

对于混凝土外加剂、掺合料等原材料，公司建立了动态合格供应商名录，选择其中的 3-5 家

供应商长期合作。 

2、生产模式 

（1）商品混凝土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组织生产，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生产部根据客户的工程施工进度和混凝

土需求情况在每月月末制定各项目未来三个月的预计生产计划。客户通常提前一天向公司提出用

货需求，生产部汇总客户需求后制定次日具体生产计划。公司生产部设立了生产调度中心，对各

种资源集中调配，统筹安排混凝土生产、运输和泵送等各个运营环节；试验室负责配合比设计和

混凝土质量检验；技术部负责根据生产任务单调整并下发生产配合比；生产部机楼控制室负责操

作自动化生产系统按照配合比生产混凝土；运输部负责混凝土运输；设备部负责混凝土泵送。公

司的生产组织和资源调配系统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性、稳定性和产品质量的可靠

性，以及对客户需求的及时响应。 

（2）砂石骨料生产模式 

建材分公司负责砂石骨料生产的统一管理，组织矿山开采、砂石骨料生产；供应部根据砂石



骨料库存情况及市场供需情况向建材分公司提出砂石骨料供应要求；建材分公司根据供应部提出

的要求组织砂石骨料的生产；生产完成后由运输部负责将砂石骨料运输至公司商品混凝土生产基

地用于商品混凝土的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各类建筑施工企业。公司销售部对建筑施工企业的资金实力、财务、诉讼

等情况进行背景调查；选取综合实力较强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投标或谈判，确定合同条款；合同

评审委员会对合同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由销售部与对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通常约定当商品混

凝土市场价格涨跌达到一定幅度时，公司供货价格将参照市场价格进行调整。 

商品混凝土的销售采取即产即销的模式。公司根据客户的施工进度组织生产，运送至施工现

场，由客户验收并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与客户对账并结算。 

（三）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证监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相关内容，公司业务属于 “高强、高性能结构

材料与体系的应用”的鼓励发展的建筑行业。 

1、我国商品混凝土行业现状及市场情况 

商品混凝土是目前世界上使用量最大、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基础性建筑材料，其需求量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受益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

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等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我国商品混凝土行业发展迅

速。商品混凝土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

2020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89亿元，同比增长 2.9%，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 0.9%，制造业投资下降 2.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7.0%。全国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

资合计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达到 63.54%，较上年增加 6.6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CCPA）不完全统计，在产量方面，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混

凝土企业商品混凝土产量为 28.43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89%；在价格方面，2020年年末全国商

品混凝土均价为 433元/立方米，较年初下降 18元/立方米。 

2、重庆市商品混凝土行业现状及市场情况 

重庆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直接影响商品混凝土的需求变化。根据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 2月 27日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0年市级重大项目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渝



府办发[2020]21 号），重庆市 2020 年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924 个，估算总投资约 2.72 万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 3,445 亿元；重大前期规划研究项目 261个，估算总投资约 1.13 万亿元；重大招

商项目 100 个，估算总投资约 5,255 亿元。其中，包括渝湘高铁、重庆枢纽东环线、渝黔高速、

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綦江恒大世纪梦幻城、巴南恒大新城、沙坪坝万达文旅城等

房地产项目。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0万亿，同比增长 3.9%。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总投资额同比增长 3.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9.6%，房地产开发投资

下降 2.0%。 

根据重庆市混凝土协会统计，2020年 1-12月，重庆市商品混凝土生产量为 7,570.11万立方

米，同比下降 2.65%。根据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CCPA）不完全统计，重庆 2020年末商品

混凝土均价为 380元/立方米，较年初下降 50元/立方米。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117,186,753.13 2,052,585,339.10 3.15 1,737,463,447.78 

营业收入 1,179,334,181.49 1,525,576,954.27 -22.70 1,452,060,178.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3,721,039.16 233,005,540.80 4.60 143,878,851.0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1,363,197.97 229,571,367.69 0.78 138,797,657.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20,513,608.96 774,494,695.61 31.77 536,284,590.2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554,282.56 134,122,830.09 -57.83 -43,833,730.1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64 2.53 4.35 1.5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64 2.53 4.35 1.5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7.19 35.69 减少8.5个百分

点 

31.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7,518,963.00 353,237,609.96 334,648,915.90 343,928,69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879,211.73 79,865,308.44 77,856,341.65 63,120,17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024,847.92 78,226,538.14 70,598,206.83 61,513,60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751,856.40 122,254,653.29 -158,535,841.49 110,587,327.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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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6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德志 0 73,200,000 79.38 73,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理兰 0 8,000,000 8.68 8,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家港保税区十月华

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3,750,000 4.07 3,75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重庆富坤新智能交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2,000,000 2.17 2,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李石 0 1,100,000 1.19 1,1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赵清顺 0 1,000,000 1.08 1,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杨勇 0 330,000 0.36 33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谢涛 0 300,000 0.33 3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彭志勇 0 300,000 0.33 3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伟 0 200,000 0.22 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喻建中 0 200,000 0.22 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江洪波 0 200,000 0.22 2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德志与张理兰为夫妻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9亿元，同比下降 22.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亿元，同比增长 4.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2.31亿元，同比增长 0.7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 。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