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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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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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3,155,313,737元， 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30,

598,812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7,370,600,800元。

董事会拟定：以2020年末公司总股本2,096,599,855股，扣除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余额2,725,483股

后的股份2,093,874,37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1.08元/股（含税）分配现金红利，合计分配2,261,384,

322元（占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0.16%），余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2020年度，不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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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水泥 600801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新B股 90093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锡明 王璐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426号华新大厦B座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426

号华新大厦B座

电话 027-87773896 027-87773898

电子信箱 investor@huaxincem.com investor@huaxincem.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上市之初，是一家专营水泥制造和销售,水泥技术服务,水泥设备的研究、制造、安装及维修,

水泥进出口贸易的专业化公司。 近二十年来，公司通过实施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环保转型发展战略、海

外发展战略和高新建筑材料的业务拓展战略，先后增加了商品混凝土、骨料的生产和销售、水泥窑协同处

置废弃物的环保业务、国内国际水泥工程总承包、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装备与工程承包、水泥基高新建

材材料等相关业务，逐步成为国内领先的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建材集团。

公司为中国制造业500强和财富中国500强企业。 截至2020年底，公司在湖北、湖南、云南、重庆、四

川、贵州、西藏、河南、广东、江苏、上海、江西、陕西等13省市及海外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柬埔寨、尼泊尔、坦桑尼亚六国拥有近250家分子公司，具备水泥产能 1.15亿吨/年（粉磨能力，含联

营企业产能）、水泥设备制造5万吨/年、商品混凝土2710万方/年、骨料5500万吨/年、综合环保墙材3.6亿

块/年、砂浆30万吨/年、超高强混凝土幕墙挂板80万平方/年、民建幕墙板8万平米/年、石灰30万吨/年、水

泥包装袋7亿只/年及废弃物处置616万吨/年（含在建）的总体产能。

2020年，水泥业务的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85%，在公司的所有业务中居主导地位。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管理模式

公司按照集团化管理、专业化运营的管理思路，组建了“集团总部-事业部-分子公司” 的组织架构，

形成权责明确、运转高效、执行力强的集团化运营模式。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产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方式，各分子公司以所在区域需求为导向制定年度生产经

营计划并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实行总部指导、事业部统一管理、直销与分销并重的营销模式。 以追求品质为核心，精心做好品

牌推广和价值维护，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4、采购模式

公司推行 “统购” +“网购”的采购战略。公司重要的原燃材料由总部统一采购，全部办公用品、IT耗

材及部分工业品直接网上采购。 尚未纳入统购及网购范畴的原燃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等通过总部标

准化、流程化的采购招投标平台进行集中采购。

（三）水泥行业情况说明

水泥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开发、乡村

振兴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建设。 同时，由于水泥具有原材料分布广泛、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工程使用效能

良好等特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水泥仍将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建筑材料。

2020年，中国经济显示了强大的抗压韧性和发展活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复杂的国内

外社会环境，全年GDP增速为2.3%,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持续恢复及稳定回升，

为水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2020年，中央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持续显效发力，尤其

是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刺激，与水泥需求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指标快速回升明

显，水泥行业克服了疫情和汛情的不利影响，全年水泥产量23.77亿吨，同比增长1.63%；全国熟料产量

15.79亿吨，同比增长3.07%。 同时，水泥行业继续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境治理等国家政策，行业

供需关系保持着高位平台期的动态平衡，全年实现利润1,833亿元，继续保持较好的景气水平（数据来

源：数字水泥网、中国水泥协会）。

据中国水泥协会信息研究中心初步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共有1609条

（注：剔除部分已关停和拆除生产线，不包括日产700吨以下规模生产线），设计熟料年产能18.3亿吨，实

际熟料年产能超过20亿吨。 从数据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已历时四年，但水泥行业去产能进展缓慢，

行业的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依然受到产能过剩、区域失衡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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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28,509,151 36,645,386,717 19.87 33,161,505,602

营业收入 29,356,515,691 31,439,214,600 -6.62 27,466,04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0,598,812 6,342,304,317 -11.22 5,181,448,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53,708,292 6,179,988,412 -10.13 5,127,54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71,375,317 21,309,042,690 10.62 16,672,962,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5,472,760 9,679,185,865 -13.16 7,899,606,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69 3.03 -11.22 2.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69 3.03 -11.22 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3 33.63 减少8.60个百分点 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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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9,201,089 8,715,746,087 7,846,727,754 8,944,840,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137,040 1,897,836,971 1,772,441,202 1,606,183,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1,768,654 1,881,018,063 1,757,534,258 1,553,387,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960,772 3,066,013,912 2,151,090,732 2,753,40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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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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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CHIN���B.V. 0 835,543,825 39.85 0 无 0 境外法人

华新集团有限公司 2,500,739 338,060,739 16.12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760,853 95,135,308 4.54 0 无 0 未知

HOLPAC�LIMITED 0 41,691,843 1.99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30,476,180 1.45 0 无 0 未知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2020－

2022年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19,963,855 19,963,855 0.95 0 无 0 其他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0 11,289,600 0.54 0 无 0 未知

代德明 -2,865,947 10,554,053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中

国风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30,656 7,513,229 0.36 0 无 0 未知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5,580,309 6,578,189 0.31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Holchin�B.V.与Holpac�Limited系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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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华新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公

司债 券 （第 一

期）（5年期）

16华新01 136647 2016/8/19 2021/8/22 12 4.79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上海证券交易

所

2020年境外债券 HXCEME

XS225673772

2

2020/11/19 2025/11/18 19.73 2.25

按月单利计息，半年付息

一次

新加坡证券交

易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8月13日，公司已按时兑付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应付利息（详见2020年8月13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6月20日，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级别及债券信用级别为AAA。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2个月内公布，在持续

跟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后10� 个工作日内，在评级机构网站（http://www.ccxr.com.cn/index.asp）公

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1.4 36.0 5.4

EBITDA全部债务比 0.54 0.80 -32.5

利息保障倍数 33.76 30.16 11.9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水泥和熟料销售总量7601万吨，较上年下滑1.2%；骨料销量2,305万吨，同比增长

31%；环保业务处置总量294万吨，同比减少3%；商品混凝土销量461万方，同比增长9%。 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293.57亿元，同比上年下滑6.6%；实现利润总额76.6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31亿元，分别

较上年同期下滑12.08%和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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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 )。 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5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 )增加了更多

的指引。 本集团详细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五(24)。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该等会计政策变更由本公司

于2020年8月26日董事会审

议通过。

见4.2

4.2�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616,086,758 -616,086,758

合同负债 616,086,758 616,086,75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9,921,984 -9,921,984

合同负债 9,921,984 9,9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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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因并购Maweni� Limestone� Ltd公司100%股权而将此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因转让公

司所全部持有的湖南华新湘钢水泥有限公司60%股权，湖南华新湘钢水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湖南华湘

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详情参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 。

证券代码：600801、900933� � � � �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华新B股 编号：临2021-010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8元。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

总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

与本次利润分配。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3,155,313,737元、

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30,598,812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7,

370,600,800元。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2020年度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

司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2020年末公司总股本2,096,599,855股， 扣除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余额2,725,483股后的股份2,

093,874,37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1.08元/股（含税）分配现金红利，合计分配2,261,384,322� 元（占合

并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0.16%）。 本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通过回

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24-2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量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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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但会调整

2021年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8年12月13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并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依照上述新准则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3月24-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对本议案董事会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准则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一定期间内，取得租赁资产使用

权的， 需在财务报表上全面反映因租赁交易取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

外），因此会计核算上需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 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对2021年资产负债表

期初数的具体项目累积影响金额请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 调整金额

预付账款 378,619,350 371,948,617 -6,670,733

流动资产合计 15,134,612,209 15,127,941,476 -6,670,733

使用权资产 158,638,600 158,638,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793,896,942 28,952,535,542 158,638,600

资产合计 43,928,509,151 44,080,477,018 151,967,86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74,484,159 1,904,815,975 30,331,816

流动负债合计 11,602,596,811 11,632,928,627 30,331,816

租赁负债 121,636,051 121,636,051

非流动负债合计 6,585,973,842 6,707,609,893 121,636,051

负债合计 18,188,570,653 18,340,538,520 151,967,867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是按照财政部2018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修订，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修订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修

订。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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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3月24-25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武汉。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永模先

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监事会主席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于2021年3月14日以

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如下重要决议：

1、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请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www.

huaxincem.com。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请参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详情， 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详情请见附件一。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2021-010公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2021-011公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独立董事刘艳女士2020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公司独立董事Simon� Mackinnon先生2020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8、公司独立董事王立彦先生2020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6、7、8项决议提及的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工作报告详情， 请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工作报告》。

9、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0、关于提名徐永模先生、李叶青先生、刘凤山先生、Geraldine� Picaud女士、罗志光先生、陈婷慧女

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协商，董事会提名徐永模先生、李叶青先

生、刘凤山先生、Geraldine� Picaud女士、罗志光先生、陈婷慧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情请见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关于提名黄灌球先生、张继平先生、江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

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协商，董事会提名黄灌球先生、张继平先

生、江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情请见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详情请见附件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2021-012公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

告》。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7日

附件一：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一、2020年度财务决算简要说明

1、财务状况

(1)�资产和负债

单位：万元

2020年资产总额较期初增加72.83亿元，其中：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年末发行海外债影响货币资

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达96.46亿元，较年初增加约45亿元；黄石万吨线、尼泊尔项目、亿吨机制砂等项

目、并购坦桑尼亚马文尼公司等投资致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合计增加约21

亿元；随着黄石万吨线、禄劝等新项目投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存货及其他流动资产投入增加约6.5亿

元。

2020年根据公司业绩倍增计划及海外投资规划等资金需要，适时增加并购及优惠利率贷款，并于年

末发行了3亿美元海外债，有息负债增加约37亿元。 公司负债总额较年初上升49.11亿元。

虽然公司总体资产负债率上升5.17个百分点，但流动比率也由1.12提升到1.3，现金、存款及货币基金

总额可覆盖现有有息债务，流动性风险较低。

(2)�权益变动（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下同）

单位：万元

2020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较年初增加22.62亿元， 其中2020年度虽有疫情的不利影响仍

实现较高净利，因此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在年中分派25.3亿元现金股利后依然增长了31亿元。

2020年中根据据公司股权激励需要，公司从市场回购了6.1亿元股票作为库存股。 另随着海外公司投

资增加及汇率变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负差额增大，致年末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减少约2.58亿元。

2、经营成果

(1)�营业情况

单位：万元

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20.83亿元，其中：水泥及熟料销

量同比下降93万吨；除环保业务外水泥、骨料及混凝土等主要产品价格均呈不同程度的下滑，分别下降26

元/吨（7.28%）、7元/吨（12.07%）和20元/方（4.67%）。 为降低疫情及洪涝等自然灾害对经营的不利影

响，公司在努力遏止水泥销量下滑的同时，通过积极扩大骨料、混凝土的市场和销量， 2020年营业收入仍

实现预算目标，完成率达到101%。

2020年度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11.85亿元，一方面水泥及熟料销量同比下降；一方面原料消耗减

少、燃料及动力价格下降，水泥、骨料及混凝土等主要产品成本分别下降12元/吨、2元/吨和34元/方。 主要

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 未完全抵冲销售价格下跌的不利影响，2020年销售毛利率分别较预算和上年同期

减少2.22和0.17个百分点。

(2)�期间费用

单位：万元

2020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比略减0.26亿元，其中包装袋等物料消耗、物流费用和折摊费用同比合计

增加0.54亿元，而员工成本和修理费同比分别减少支出0.65亿和0.25亿元。

2020年管理费用同比上年增加支出0.46亿元，其中：年初新冠疫情造成湖北等区域工厂长时间停产，

原生产人员工资和设备折摊等停工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致折摊费用同比增加0.46亿元；公司启动B转H项

目及发行海外债券，中介服务费用同比增加0.37亿元；差旅、会议及招待等费用支出同比减少0.34亿元。

2020年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0.98亿元，主要是汇兑损失同比增加1.25亿元，利息费用则减少0.46

亿元。

(3)�盈利状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跌，销售毛利率下降，同时疫情造成的停工损失和费用增加，公司实现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8.47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7.11亿元。

3、现金流量

单位：万元

2020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2.74亿元，一方面是本年盈利下降；一方面是新

项目投产、经营规模扩大，存货和经营性应收的资金占用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2亿元，主要是收回投资收到的资金减少；但相比预算减

少35.1亿元，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工程投资及并购项目延缓，投资支出相应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6.94亿元，主要是本年新增并购贷款及海外债的发行。

二、2021年度财务预算简要说明

2021年，公司将持续推行“一体化转型、海外发展、高新建材业务拓展、传统工业+数字化创新” 战

略；继续“聚焦客户、聚焦成本、聚焦人”来提升业绩。 2021年主要财务预算指标如下：

(1)�生产经营

2021年公司计划销售水泥及商品熟料约8400万吨，混凝土约1400万方，骨料4980万吨，环保业务总

处置量达到300万吨。

(2)�投资预算

2021年公司计划投资145亿元，投资主要增长点在骨料和水泥业务。其中骨料业务主要是投资亿吨机

制砂及水泥厂内骨料的持续投入；水泥业务，主要投资海外项目；继续加大混凝土、环保及新材料业务投

资。

(3)�融资预算

2021年公司将偿还12亿元公司债，为配合投资项目，预计继续发行国内及海外公司债，并适当增加相

应的并购及项目贷款。 2021年年末计划金融债务总规模控制在130亿元以内。

(4)�资产状况

2021年总资产预计约540亿元，资产负债率预计维持在42%左右。

附件二：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徐永模先生，1956年4月出生，工学硕士、留英博士/博士后。 1982-1983年，北京新型建筑材料厂石膏

板分厂助理工程师；1986-1988�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混凝土与房建材料研究所混凝土试验室负

责人；1988-1991�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技术情报中心副主任；1998-2002年，中国建筑材料研究

院副院长；2002年4月至2017年4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专职副会长；2006年6月至2016年12月，中国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协会会长；2016年12月至今，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执行会长，2007年3月至

今，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理事长；2007年10月至2019年7月，中国水泥协会副会长；2011年12月至2019年3

月，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长。2009年4月至2012年3月，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4月至今，出任本公司

董事长。

李叶青先生，1964年2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兼任华新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李叶青先生自1984年7月先后毕业于武汉建材学院硅酸盐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武汉工

业大学工业管理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84年7

月至1987年10月， 任武汉工业大学硅工系教师、 团委副书记；1987年11月加入华新水泥厂 （本公司前

身），先后任中心化验室质量控制工程师、石灰石矿副矿长、扩改办副主任、生产技术处长，1993年1月任

华新水泥厂（本公司前身） 副厂长，1994年6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12月至今， 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4年3月后改称总裁）。1994年起，出任本公司董事。2009年3月至今，任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

2000年5月至今，任中国水泥协会副会长。2014年1月至今，任湖北省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2020年10月至

今，任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执行副会长。

刘凤山先生，1965年11月出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学硕士。 1987年7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

选矿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7年至1998年8月，先后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赤马山矿技术员、车间主任、

副矿长、矿长、党委书记；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录山矿矿长、党委书记；1999年

8月至2002年1月，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任黄石市纪委副

书记；2004年4月至2006年10月，任大冶市委副书记、市长；2006年10月至2006年11月，任黄石市委副秘

书长；2006年11月至2011年9月，任黄石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2011年9月起，任华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华新集团有限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2年4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2012年6月起，出任公司副总裁。

Geraldine� Picaud女士，1970年2月出生，法国籍，兰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Geraldine� Picaud女

士在Arthur� Andersen审计公司开始职业生涯， 曾在Safic� Alcan国际特种化学品集团相继担任业务分

析主管、首席财务官（13年）；2007年加入伦敦ED＆F� Man，担任企业财务主管，负责并购，随后在ED&F�

Man集团Volcafe� Holdings公司（ED&F� Man在瑞士的咖啡业务）任首席财务官；于2011年加入CAC�

40上市的眼科光学公司依视路国际，担任集团首席财务官；2018年1月起担任拉豪集团执委、首席财务官。

2018年4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

罗志光先生，1963年7月出生，美国普渡大学管理学硕士，美国注册会计师。 1987年至1991年，任职俄

亥俄州政府机构，担任行政助理、管理资讯系统经理。 1991年5月至1998年8月，任台湾开利空调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上海一冷开利空调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1998年至2002年，任瑞士迅达集团苏州迅达电梯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2003年至2005年，任迅达中国执行副总裁。 2005年至2018年，任西卡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西卡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并购业务负责人暨西卡集团全球并购业务联席负责人。 2018年8月起担任拉豪集

团大中华区负责人。 2018年12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

陈婷慧女士，1972年12月出生，新加坡国籍，美国堪萨斯州威其托州立大学MBA和市场营销学士。在

亚太国际商务领域拥有二十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涉及领导力发展、人才和继任管理、员工敬业度、

组织发展和薪酬福利管理。 1996年2月至2000年2月，任美国Lucent� Technologies人力资源经理；2000

年11月至2007年2月，任中国香港飞利浦项目经理、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2007年4月至2019年3月，任

西卡亚太地区人力资源副总裁；2019年3月起， 任LafargeHolcimGroup人力资源副总裁；2019年4月起，

任Ambuja� Cements� Ltd董事会董事、合规委员会委员；2020年9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

黄灌球先生，1960年11月出生，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 1992年8月至2007年11月，任法国巴黎资本

（亚太）有限公司亚洲投资银行主管之前，曾先后就职于获多利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美国银行信托（香

港）有限公司、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Samuel� Montagu� ＆ Co.,� Ltd.。 2008年5月起创立雄牛资

本有限公司并担任行政总裁。 2015年8月起，任REF� Holdings� Limited独立非执行董事；2020年2月起

任建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黄灌球先生在投资银行及企业融资方面拥有逾28年经验。 黄

灌球先生还曾于2010年7月至2019年5月任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曾于2012年5月至

2016年6月任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曾于2013年8月至2017年5月任三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曾于2014年6月至2017年6月任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

张继平先生，1968年11月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1993年至1996年，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部工作；1997年至2003年， 就职于Simpson�

Thacher&� Bartlett� LLP纽约和香港办公室；2004年加入海问律师事务所，现为该所主任合伙人。 张继平

先生具有超过25年的法律工作经验，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外商投资、投资并购、资本市场业务。

江泓先生，1970年3月出生，厦门大学财经系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会员。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静安区政协常委委员。 1992年8月至2006年6月，任

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驻厂员，2000年6月至2015年10月，分别任飞利浦财务总监、税务总

监及政府事务部总监等职务；2015年10月至今，任上海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外企分会副会长，上海静安区知

识分子联谊会会长，并负责管理由在沪数十家家跨国公司高管共同发起成立的“我创” 创业孵化平台和

孵化基金，现任上海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附件三：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证监会2019�年4�月17�日《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

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情况

如下：

序号 章程原条款 拟修订

1

第16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水泥、熟料、商品混

凝土、建筑材料及其他建材制品、包装制品的制造、仓储、销售；水泥、

建筑材料技术服务；建筑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安装、维修、租赁及销

售；经营石灰石、煤炭、石油焦等原、燃料及生产所用的工业废渣、辅助

材料；经营机电设备及其备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运输代理

服务；水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露天开采。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16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建

筑材料及其他建材制品、包装制品的制造、仓储、销售；水泥、建筑材料技术服

务；建筑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安装、维修、租赁及销售；经营石灰石、煤炭、石

油焦等原、燃料及生产所用的工业废渣、辅助材料；经营机电设备及其备配

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及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运输代理服务；水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露天开采；环保

材料、制剂生产、销售，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技术转让；销售化工产品（聚

乙烯）及原料（不含危险品，仅限分支机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第27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章程第26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27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26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3

第43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决定有关董事、

监事的报酬事项；

……

第43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

报酬事项；

……

4

第47条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47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总部办公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5

第100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选举产生该董事的股东大会闭幕之日起计算，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

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

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本公司董事会暂不设职工代表担任董事。

第100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

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选举产生该董事的股东大会闭幕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

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6

第110条 董事会至少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

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治理与合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向董事会报告工

作。

第110条 董事会至少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董事会

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

士。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治理与合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

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

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

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7

第129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公司全职工作并领取报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实际控制人单位担

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公司的子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

第129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公司全职工作并领取报酬。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

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公司的子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8

第158条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

1、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则应分配一定

比例的现金红利。 除非特殊情况，现金红利总额（含中期现金红利）与

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20%。

……

第158条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

1、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则应分配一定比例的

现金红利。 除非特殊情况，现金红利总额（含中期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三分之一。

……

9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4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

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决定有关董事、

监事的报酬事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第4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

报酬事项；

……

10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23条除董事会特别指定地点外，股东大会应

当在公司注册地或办公地召开。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

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

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23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总部办公

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11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4条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治理与合规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4条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治理与合规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

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

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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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3月25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清宇主持。 公司于2021年3月15日以通

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重要决议：

1、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未发

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

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公司已建立了

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

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各项内部控制在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中得到了持续和有效的执行，起到了较好的

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因此，同意《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会议还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等事项进行了讨论，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均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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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

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

业审计业务。 德勤华永已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

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本公司审计业务主要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武汉分所（以下简称“德勤华永武

汉分所” ）承办。 德勤华永武汉分所于2015年8月成立。 德勤华永武汉分所注册地址为武汉市江汉区建设

大道568号新世界国贸大厦I座4901室,�获得湖北省财政厅批准并取得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德勤

华永武汉分所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2、人员信息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0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05人，从业人员共6,445人，注册会计

师共1,23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40人。

3、业务规模

德勤华永2019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4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1亿元，证

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77亿元。 德勤华永为57家上市公司提供2019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

民币2.49亿元。 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采矿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

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德勤华永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陈嘉磊先生自2002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

服务工作，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18年，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

服务并担任项目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质量控制复核人原守清先生长期从事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会员。 原守清先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25年，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并担任项目合

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庞用先生长期从事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会员。庞用先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12�年，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并担任签字注册

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

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是以德勤华永合伙人及其他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

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定。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费用合计为人

民币442万元，较2019年度审计费用上升8.6%。

2020年本公司还承担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德勤企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其他鉴

证服务费用395万元，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非鉴证业务费用14万元，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确认此类非审计业务不会损害其审计独立性。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相关规定事前对德勤华永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认为德勤华永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规范，坚持

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较好地履行了外部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投

资者保护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因此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并同意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

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提交于2021年3月24-25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

（二）公司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给董事

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德勤华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在执业过程中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具有良好的业务水准和职业道德，具备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 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

会计师事务所。

（三）公司于2021年3月24-2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续

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为公司提供2021年度审计服务的报酬。

（四）本次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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