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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尚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仁宏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李朝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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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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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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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2,113,550.28 8,374,026,135.33 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64,526,588.33 3,107,060,078.83 21.1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26,942,876.89 56.51% 7,017,522,692.97 5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8,040,957.56 144.39% 871,940,771.08 27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5,649,483.28 156.66% 895,433,370.21 29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12,120,619.12 12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37 144.33% 1.4216 27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37 144.33% 1.4216 27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4% 6.05% 25.12% 16.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006,854.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34,307.9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634,445.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684,655.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97,281.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32,876.46  

合计 -23,492,59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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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三废退税 76,736,688.32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且各年度均享受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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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94,862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3% 13,042,904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25% 7,660,84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安达优势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6% 5,299,854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0.74% 4,540,720    

金涛 境内自然人 0.65% 4,00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60% 3,658,697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其他 0.57% 3,4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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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交通银行－融

通行业景气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3,082,24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61,194,862 人民币普通股 261,194,862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42,904 人民币普通股 13,042,90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7,660,842 人民币普通股 7,660,84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安

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5,299,854 人民币普通股 5,299,85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4,540,720 人民币普通股 4,540,720 

金涛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UBS AG 3,658,697 人民币普通股 3,658,697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3,499,960 人民币普通股 3,499,960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

投资基金 
3,082,241 人民币普通股 3,082,2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建筑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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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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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金涛通过信用证券账户和普通证券账户共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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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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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725,631,138.54 1,234,659,524.37 39.77% 主要为经营能力同比提升所致 

应收票据 239,684,768.13 105,754,070.32 126.64% 主要为销售产品取得的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39,607,321.38 133,915,159.24 153.60% 主要为预付原材料款所致 

在建工程 112,386,431.14 25,609,832.94 338.84% 主要为在建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218,456.55 6,004,635.47 53.52% 主要为竞得安远县混凝土预搅拌项目20年

经营许可权款列支所致 

预收款项 253,645,094.35 121,607,726.84 108.58% 主要为收到购货单位款项跨期提货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20,699,380.00 33,972,935.10 255.28% 主要是预提拆迁补偿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96,865,512.86 65,033,467.39 48.95% 支付到期的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未分配利润 2,703,448,551.27 2,045,982,041.77 32.13% 主要是利润增加所致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7,017,522,692.97 4,615,056,244.40 52.0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上升、销价大幅

上涨所致 

营业成本 4,681,546,104.04 3,584,592,905.14 30.60%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上升导致成

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69,756,896.38 33,841,140.69 106.13% 主要为税金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77,881,909.36 208,192,253.32 33.47% 主要系职工薪酬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8,594,863.44 101,408,558.16 -42.22% 主要系有息负债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432,668.47 -2,695,605.26 264.44% 主要为计提坏账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1,466.63 25,503.36 -55.04% 主要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28,454,815.35 10,497,177.56 171.07% 主要为上海赛泽股权退出收益，及参股公司

分红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8,908,213.34  46,687,090.74 69.02% 主要是收到的三废退税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848,418,242.90 585,346,620.61 215.78% 主要是销售价格上升所致 

营业外支出 73,348,211.75 15,369,512.46 377.23% 主要是预提拆迁补偿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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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788,073,949.02 592,891,701.31 201.59%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产品销量上升、销价大幅

上涨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0,795,556.24  123,500,052.43 200.24%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1,417,278,392.78  469,391,648.88 201.94%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871,940,771.08 234,029,928.11 272.58%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545,337,621.70 235,361,720.77 131.70%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12,120,619.12 629,164,472.45 124.44% 主要系产品销价大幅上涨收回的现金增加

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17,000,000.00 0.00   主要是公司退出上海赛泽股份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收回的投资本金 

吸收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27,000,000.00 0.00   主要是收到江西锦溪投资有限公司向江西

锦溪矿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2,740,401.40 -434,899,334.95 -61.59% 主要系偿还到期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而本

期贷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31,241,666.02 23,045,175.47 2205.22% 主要为销售商品较上年增加、投资吸收的现

金增加，以及筹资减少等因素综合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634,148,323.62 1,078,993,275.81 51.45% 主要为销售商品较上年增加、投资吸收的现

金增加，以及筹资减少等因素综合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安远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子公司江西赣州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投资 2500 万元成立安远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8-38 号公告 

2018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成立江西锦溪矿业有限公司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锦溪水泥）与江西锦溪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江

西锦溪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锦溪水泥占

60%股权），负责在锦溪水泥塘坞石灰岩矿原老线旧址上

投资新建年产 300 万吨的骨料生产线。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8-38 号公告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江西德安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子公司江西德安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2018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8-40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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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注册资本金贰亿元。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董

事会同意投资 4500 万元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共同成立子公司，对铜尾

矿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因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

究设计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托

管单位，所以本次合作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同

意了本次关联交易。 

2018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8-40 号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8 年 8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巨潮资讯网站刊载的《江西万

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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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记录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江尚文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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