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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轩上市4年利润接近翻番

□本报记者 康曦

“诚实守信 做受尊敬的上市公司———

价值引领投资2020沪市公司质量行” 活动

近日走进新华文轩。

公司董事长何志勇表示：“作为文化企

业，公司在文化繁荣方面努力多作贡献。 作

为上市公司，公司规范经营，通过振兴实体

书店、 文化产业的方式实现利润增长。 自

2016年上市以来，公司连续4年实现业绩增

长，利润接近翻番。 公司将继续坚持‘三精

出版’ 理念，出版真正有原创性、有深度的

图书。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

实施“振兴出版”战略

10月16日， 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 新华文轩承办的2020天府

书展开幕。 何志勇表示：“公司希望将天府

书展办成行业盛会和阅读嘉年华，让更多的

人爱阅读。 ” 此次天府书展采取线上线下融

合方式，触及更多人群。

何志勇表示，“要把有实力的作家联合

起来，为特定的读者提供好书，把好书做好，

做成精品，实现文化价值。 ”

2016年，新华文轩制定“振兴出版” 发

展战略并推进实施。 2017年，公司提出精准

出版、精细出版、精品出版的“三精出版”理

念，打造高质量出版产品。 通过加大出版资

源投入，推行“赛马机制” ，整合内外部出版

资源等举措，公司出版业务呈现快速发展态

势，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2019年，公司

在全国36家出版传媒集团中排名第7，比

2018年上升6个位次。

同时，公司内容资源聚集开发能力进一

步提升。目前，公司与王蒙、余秋雨、冯骥才、

北猫、郑春华、海宴、唐家三少等知名作家签

约，并与美国企鹅兰登、尼克儿童频道、英国

DK公司等全球著名传媒机构进行合作，是

全球知名IP汪汪队、钢铁侠、蜘蛛侠、复仇者

联盟等在中国的重要出版合作机构。新华文

轩在图书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有市场影

响力的图书品种不断增多。特别是少儿类图

书出版，形成了较强的内容品牌优势。

线上业务快速发展

新华文轩积极开拓线上业务。公司在天

猫、京东等主要平台保持图书类销售前三的

地位，也是全国图书电商头部主体。

公司董秘游祖刚表示：“线上发展是趋

势，公司在2010年主动向互联网转型。2016

年公司线上业务销售规模已超过线下。 以

前， 公司通过线下渠道集中采购向线上供

货，随着线上销售规模的扩大，对供应商的

议价能力越来越强，现在公司通过线上渠道

集中采购向线下供货。 ”

目前， 新华文轩构建了以四川省为基

础、 辐射全国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阅读服

务网络体系，建立了文化MALL、大中型书

店、专业书店、社区书店、商超书店、智能书

店等众多业态， 拥有 “新华文轩”“轩客

会”“文轩BOOKS”“KidsWinShare文轩

儿童书店”“读读书吧”“文轩云图”“文

轩商超” 等多个实体书店品牌，以及“文轩

网”“九月网” 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平台。 服

务行业的“出版物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 ，

以及以成都、天津、无锡为中心辐射全国的

“三基地多支点” 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了完

整、 高效的图书供应链服务体系和销售网

络，为消费者提供便捷、舒适、智能和个性

化的阅读服务。

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加大全

网络渠道拓展力度，扩大销售规模。 通过渠

道积累的用户和订单数据， 洞察市场趋势，

以文学、少儿等品类为重点，联合出版社打

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创新经营模式

谈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何志勇表

示：“疫情期间， 公司实体书店关门停业时

间超过50天，对公司整体经营影响较大。 复

工复产后，虽然书店开业，但进书店的读者

依然很少。过去，年轻人喜欢在网上买书，中

老年喜欢在实体书店买书，疫情让中老年也

转向网上买书，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很大。 ”

为应对冲击， 何志勇表示：“公司专门

提供购书券补贴消费者，希望能够增强消费

信心，吸引更多的人走进书店。 ”

同时， 公司对实体书店进行改造升级。

10月18日，公司在仁和新城新开了一家儿童

书店， 何志勇称这是儿童书店的4.0版本：

“1.0版本只有儿童图书销售，2.0版本除了图

书外还有玩具，3.0版本有比较好的体验感，

但重点还是儿童。 4.0版本是亲子型书店。 ”

此外，公司在降低开店成本方面做了诸

多尝试。 今年5月30日，公司新开了一家实体

书店———文轩BOOKS招商店， 面积近万平

方米。 何志勇表示：“公司坚持出版原创性、

有内涵的图书。 规范经营，通过振兴实体书

店、文化产业的方式实现利润增长。 ”

水泥行业旺季产销量超预期

□本报记者 董添

“金九银十” 期间，受下游基建、房地产行业

开工率提升影响，水泥行业产销两旺。从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看，9月全国水泥总产量达23341万

吨，同比增长6.4%，前9个月水泥生产量达167627

万吨，超过市场预期。 销量方面，头部企业前9个

月销量普遍同比增长。

近期， 多地对水泥企业提出了环保生产的具

体要求，加大产能置换监管力度。

推行绿色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泥行业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日前发布，要求全区所有

水泥企业均纳入超低排放改造范围， 力争用2年时

间，在2022年底全部完成改造并投入运行；停产水

泥企业在实施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后方能投入生产。

超低排放改造涉及15家水泥企业34条生产线。

上述文件指出， 水泥窑烟气在基准氧含量

10%的条件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限值分别为每立方米10毫克、50毫克、100毫克。

所有排气筒颗粒物排放限值为每立方米10毫克。

氨排放限制为每立方米8毫克。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近期针对水泥产能

置换的具体要求陆续出台， 对相关水泥企业能否

进行产能置换进行了详细说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日前发出关于征求

《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 （修订稿）》

意见的函，提出违反错峰生产规定被省级及以上

工信和环保部门约谈后拒不改正的水泥企业所

涉及的熟料产能，不得用于产能置换。 2013年以

来，连续停产两年及以上的水泥熟料生产线不能

用于产能置换。 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产能原则上

不能拆分，如确有必要，拆分转让不能超过两个

项目。 非新型干法工艺的特种水泥产能指标只能

置换为特种水泥项目。 位于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或跨省级辖区实施产能置换的水

泥熟料项目，产能置换比例为2：1，位于非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的水泥熟料项目，产能置换比例

为1.5：1。

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安徽5个省份，新建水

泥窑生产线处置磷（钛、氟）石膏，且替代石灰石原

料70%以上的，可以实施等量置换。依托现有水泥窑

实施治污减排、 节能降耗以及协同处置危险废物、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其他产业废弃物等不扩大产

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从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看， 不少头部企业在

上半年进行了水泥熟料生产线的置换。

万年青近期披露，公司公开发行总额为10亿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用于3条等量置换

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即万年厂2×5100t/d熟料

水泥生产线异地技改环保搬迁项目和江西德安万

年青水泥有限公司66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项

目。 截至目前，德安生产线已点火试产，万年生产

线正在按计划建设。

产销量超预期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9月全国水泥总

产量达23341万吨，同比增长6.4%。 前三季度，全

国水泥总产量达167627万吨， 同比降幅收窄至

1.1%，远超市场预期。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彭永涛表示， 投资先

行指标继续向好。 前三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同比增长14.6%，增速比1-8月份提升2.5个百分

点；投资到位资金增长4.8%，增速提升1.1个百分

点，特别是国家预算资金增速高达29.3%。 主要投

资品供求稳步转好。前三季度，钢材产量增速有所

加快，水泥产量降幅收窄，市场需求整体向好；挖

掘、铲土运输机械等相关工程机械产品产销两旺。

从头部企业近期披露的销售数据看， 不少公

司前三季度销售量同比增长。 冀东水泥10月22日

晚间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 前三季

度， 公司水泥和熟料综合销量同比增长3.6%，第

三季度公司抢抓机遇，销售水泥和熟料共计3472

万吨，实现同比增长。

行业利润有望创新高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水泥企业继续执行错峰生

产，需求支撑良好，行业效益有望继续增长，全年行

业利润可能续创新高。 目前，水泥价格震荡上行，三

季报业绩有望超预期。 估值目前处于较低水平，旺

季效应叠加三季报行情，板块估值有望迎来修复。

从已披露业绩预告及三季报的上市公司情况

看，水泥板块业绩出现一定分化，部分公司业绩受

疫情及区域市场销售影响，增速有所放缓，多数公

司业绩向好。

部分前三季度业绩欠佳的上市公司， 第三季

度明显改善。 华新水泥预计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

润同比减少7.3亿元至9.1亿元， 同比下降15%至

20%。 公司表示，由于上半年的疫情及7月份的长

江流域洪涝灾害， 公司主导产品产销量受到很大

影响，价格也有所滑落，致营业收入下降。但是，第

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5%。 公司盈利能力逐步恢复。

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多与区域价格水泥价格

上涨有关。

万年青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8.4亿元，同

比增长20.4%；实现归母净利润10.23亿元，同比

增长12.59%。 方正证券指出，从水泥业务来看，万

年青主打的江西地区今年1-9月份水泥累计产量

6681万吨，同比下降0.65%，小于全国平均降幅。

从价格看，数字水泥网数据显示，今年1-9月，江

西省高标水泥均价为451元/吨， 同比提升7.9%。

今年1-8月江西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40.92亿

元，占年计划81.2%。 10月10日，江西省政府批准

下达第二批64项省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1753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88亿元。 预计四季度水泥需求

仍能维持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方正证券认为，水泥

行业处于传统旺季，库存快速下降，预计水泥价格

仍有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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