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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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世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志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利荣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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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73,430,155.50 6,649,970,112.55 -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1,533,958.80 405,450,669.65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8,340,179.11 415,794,340.64 -1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206,692.95 482,535,285.34 -10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36 0.1676 -8.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36 0.1676 -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4% 6.3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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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0,365,703.62 17,171,497,110.19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74,158,484.15 7,998,838,207.37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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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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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0,865.9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30,582.67 
远期结售汇金融工具公允

价值变动及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45.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28,314.06  

合计 13,193,77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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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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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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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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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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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05% 1,283,512,890 0 

质押 0 

冻结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华泰组合 
其他 0.66% 15,999,4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4% 10,632,200 0 

质押 0 

冻结 0 

谢光权 境内自然人 0.37% 9,0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1% 7,602,850 0 

质押 0 

冻结 0 

程立祥 境内自然人 0.27% 6,533,700 0 

质押 0 

冻结 0 

高耀庭 境内自然人 0.27% 6,435,464 0 

质押 0 

冻结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

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6,291,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朱锡源 境内自然人 0.26% 6,221,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中证

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5,264,700 0 

质押 0 

冻结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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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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1,283,512,890 人民币普通股 1,283,512,89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华泰组合 15,99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9,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0,63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32,200 

谢光权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02,850 人民币普通股 7,602,850 

程立祥 6,5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3,700 

高耀庭 6,435,464 人民币普通股 6,435,46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2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91,000 

朱锡源 6,2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1,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264,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6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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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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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谢光权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000,000 股；程立

祥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533,700 股；高耀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6,435,464 股；朱锡源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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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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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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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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46,227,741.23 33,154,202.85 39.43% 主要是本季度末应收客户账款增加影响 

预付账款 412,333,427.20 231,888,150.78 77.82% 主要是预付大宗原燃料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651,030.46 1,809,800.49 101.74% 主要是因业务需要，备用金借款等增加 

存货 2,831,703,186.10 2,179,543,640.26 29.92% 
主要是因疫情影响，下游企业延期开工，需求不足，

钢材销量减少，产成品库存增加 

在建工程 1,465,124,814.55 992,882,507.66 47.56% 
主要是受公司加大对节能环保、智慧制造、转型升级

等方面投资力度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5,862,691.62 125,711,414.39 63.76% 主要是公司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增加影响 

递延收益 206,536,807.15 162,908,517.15 26.78% 主要是一季度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影响 

利润表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15,436,146.18 24,540,566.61 -37.10% 

主要是公司存在未抵扣完毕的增值税，实缴增值税减

少，相对应计提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

附加同比减少影响。 

管理费用 53,025,176.28 30,260,295.40 75.23% 主要是管理人员薪酬同比增加影响 

财务费用 31,321,618.32 23,351,284.71 34.13% 
主要是受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公司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影响 

其他收益 13,450,865.93 - 不适用 主要是本季度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1,836,060.00 100.00% 主要是去年同期存在远期交割投资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2,030,582.67 -8,790,395.70 123.10% 主要是公司外币货币性衍生品估值变动影响 

营业外收入 40,645.15 282,386.21 -85.61% 主要是收到保险理赔款同比减少 

所得税费用 61,420,114.41 - 不适用 
公司上年同期盈利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无需缴纳企业

所得税 

现金流量表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835,639.92 6,050,373.27 161.73% 
主要是受公司一季度收到2019年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款影响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2,741,435.56 87,774,880.20 -39.91% 主要受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206,692.95 482,535,285.34 -107.71% 

主要受疫情影响，钢材销量同比下降，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同比下降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 1,402,229.40 -100.00% 主要是本季度未发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5,296,913.08 -189,473,405.42 71.68% 

主要是公司在建工程相关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340,866.22 -273,196,832.27 -94.38% 

主要是公司本期到期贷款同比减少，偿还债务现金支

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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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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0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50%股权的

公告》（编号：2019-60号）。2019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

公司50%股权的进展公告》（编号：2019-78），截止公告期满，共征集到1个意向受让方,即

JFE钢铁株式会社。2019年11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50%股

权的进展公告》（编号：2019-80），JFE钢铁株式会社摘牌后，公司与JFE钢铁株式会社按照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则签署了《产权交易合》，JFE钢铁株式会社已按挂牌要求支付

了股权转让交易保证金，共计6,890万元人民币。2020年3月28日，《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宝钢

特钢韶关有限公司50%股权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17），2020年3月13日，宝特韶关50%

股权交易经中国、韩国、土耳其经营者集中审批机构审批通过，公司与JFE钢铁株式会社签订

的《产权交易合同》正式生效。2020年3月23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收到JFE钢铁株式会
社支付的宝特韶关50%股权交易尾款62,024万元人民币，并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 

2.2019年11月11日，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2019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12月25日，以上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同意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8人调整为137人，股票期权数量由2,394万

份调整为2,344万份，并以2019年12月3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37名激励对象授予2,344

万份股票期权。在股票期权登记过程中，副董事长刘建荣先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股票

期权，拟向其授予的股票期权55万份相应扣除。因此，公司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37

名变更为136名，股票期权数量由2,344万份调整为2,289万份。2020年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公司完成了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韶钢JLC1，期权代码：037088。授予日为2019

年12月30日，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为2,289万份，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为136人，本

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3.61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宝钢特钢韶关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3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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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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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农行韶

关分行 
无 否 远期 9,209.4 

2020 年

01 月 17

日 

2021 年

01 月 11

日 

 9,209.4   9,209.4 1.10%  

建行韶

关分行 
无 否 

货币掉

期 
8,571.6 

2019 年

10 月 10

日 

2020 年

10 月 09

日 

8,571.6    8,571.6 1.02%  

建行韶

关分行 
无 否 

货币掉

期 

10,473.

75 

2020 年

02 月 14

日 

2021 年

02 月 09

日 

 
10,473.

75 
  

10,473.

75 
1.25%  

建行韶

关分行 
无 否 

货币掉

期 
13,945 

2020 年

03 月 02

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13,945   13,945 1.67%  

合计 
42,199.

75 
-- -- 8,571.6 

33,628.

15 
0 0 

42,199.

75 
5.04%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0 年 02 月 29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0 年 03 月 17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公司制定了《金融衍生品业务管理办法》及《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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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关职责、分工、审批流程及资金交割等相关内容，并建立了风险预警机制，加强风险

管控，公司开展的远期、一个点区间远期及货币掉期业务性质简单，交易的规模、方

向及期限均与实际业务背景相匹配，基本在 1 年以内，对公司流动性没有影响，螺纹

钢期货选择交易活跃的主力合约可以规避流动性风险，选择资信好、实力强的交易对

手，基本不予考虑其违约风险；公司针对远期、一个点区间远期及货币掉期及螺纹钢

期货建立了一些风险控制措施，如建立严格的授权及岗位制衡制度，建立风险预警和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采取止损限额措施等。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远期合约公允价值以各商业银行的期末估值通知书为依据。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原则一致。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发表

如下意见：公司以规避汇率及利率波动风险、锁定汇兑损失为目的所开展的远期结售

汇、一个点区间远期、货币掉期业务，以锁定利润规避价格下跌风险开展的螺纹钢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

定了《金融衍生品业务管理办法》、《外汇交易管理办法》，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和风险

控制机制，衍生品投资行为符合公司谨慎、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符合公司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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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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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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