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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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肖国栋 因工作原因 沈东新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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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实现净利润316,278,230.76元，加

上2020年年初转入未分配利润-1,502,121,926.20元，本年可供分配利润为-1,185,843,695.44元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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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钢铁 600581 *ST八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国康 刘江华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

区新钢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头屯河区新钢路 

电话 0991-3890166 0991-3890266 

电子信箱 fangk@bygt.com.cn Liujh@bygt.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长期专注于钢铁冶炼、轧制、加工及销售。作为新疆唯一的钢铁上市公司，产品以高速

线材、螺纹钢、热轧板卷、冷轧薄板、中厚板等建筑及工业用钢为主。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

于钢材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完整优质的炼铁、炼钢及轧钢生产系统，具备年产 700 万吨铁、730 万吨钢、770

万吨材的生产能力。公司以西北地区为核心销售区域，密切关注本地及周边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价

格变化，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对产能和产线配置进行经济性比较，制定合理的产能规模和产线

布置，灵活组织安排生产，产品在新疆及西北地区拥有较高的品牌认知度。2020 年 1-12 月，公

司建材疆内市场占有率为 36.1%、板材疆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73.5%。 

（三）行业情况说明 

随着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行业效益有了明显好转。2020 年我国钢

铁生产继续保持高产量。1-12 月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8.88 亿吨、10.53 亿吨和 13.25

亿吨，同比分别增加 5.2%、4.3%和 7.7%。钢材进出口同比出现出口降进口增的局面， 1-12 月我

国累计出口钢材 5367 万吨，同比减少 885.6 万吨，下降 16.5% ；累计进口钢材 2023 万吨，同比

增加 1302.8 万吨，增长 64.4%。 

2020 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整体表现好于预期，市场价格先抑后扬，均价下移；供需双增，

整体前低后高，呈现出“高需求、高产量、高成本、有效益”的特点。钢材流通情绪谨慎，市场

流转加速；品种结构方面，2020 年上半年长材价格强于板材价格，原材料价格弱于成品材价格，

下半年则反之。目前除煤炭、铁矿石价格涨幅较大外，焦炭、废钢价格也在上涨，将推动企业生

产成本上升，确实对钢厂利润影响较大，将在后期企业效益中逐渐体现出来，钢铁企业降本增效

任务艰巨。 

当前钢铁行业要坚定不移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钢铁发展的

时代主题已经由“增量、扩能”向“减量、调整、提高品种质量、绿色、低碳”转变，钢铁行业

正在全力以赴，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而努力。未来中国钢铁行业要实现由大到

强，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同时，要大力推动企业整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

效率。 

（相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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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4,779,052.59 19,495,345,077.35 15.13 19,322,268,558.99 

营业收入 21,723,191,629.85 20,612,490,685.42 5.39 20,105,346,229.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6,278,230.76 111,139,007.10 184.58 700,516,526.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9,477,183.14 109,454,544.38 191.88 695,711,665.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05,420,924.70 4,149,995,367.97 8.56 4,042,701,239.4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52,663,116.67 484,064,738.12 365.36 972,092,095.5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6 0.073 182.19 0.4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6 0.073 182.19 0.4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35 2.71 增加4.64个

百分点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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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5,012,966.83 6,629,294,362.73 5,864,232,728.63 6,054,651,57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0,875,070.17 260,075,945.57 233,332,950.53 13,744,40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1,402,282.04 265,373,323.36 232,627,081.72 32,879,06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6,201,989.47 805,399,994.78 52,721,258.74 1,520,743,8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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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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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

铁有限公司 

  766,789,264 50.02   无   国有法

人 



孙丽       9,911,800 0.65   未知   未知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8,085,848 0.53   未知   未知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7,189,678 0.47   未知   国有法

人 

高秀忠                                                                                                                               5,815,990 0.38   未知   未知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4,773,147 0.31   未知   未知 

邱仰杰                                                                                                                               4,348,600 0.28   未知   未知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283,160 0.28   未知   国有法

人 

林秀珍                                                                                                                               4,258,900 0.28   未知   未知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3,550,874 0.23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本公司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八钢公司”）10.37％的股权，八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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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2020年，新疆钢铁行业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

作，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改革发展，聚焦发展不松劲，深化管理不懈怠，在疫情常

态化防控形势下，强管控、提质效，抓增量、补短板，生产经营水平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2020 年累计产铁 591 万吨、产钢 625 万吨、产商品材 597 万吨，与上年同比分别增加 39 万

吨、45万吨、4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17亿元，同比增长 5.39%，营业成本 194 亿元，同比增长

3.47%，实现净利润 3.16亿元，同比增长 184.58% 

     2020年公司重点工作完成如下： 

（一）强化全面对标找差，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体系协同降本，成本削减、降本增效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坚持与先进企业对标找差，深入推进成本改善。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

完成了产销生产制造、采购供应链、能源管理、检化验、计量、成本及盈利管控、财务管理分析

等信息化系统全面升级改造，实现与标准财务系统无缝对接，以信息化建设助推公司全流程降本

增效工作取得实效。三是各单位协同降本，各部门协调共享，各工序协同共进，认真落实成本削

减任务。四是统一部署全物流成本系统优化工作，主要采取优化工艺流程、提升装卸组织效率、

增加多种运输方式、引入新能源车型、提高铁路及公铁联运比例、优化采购与销售流向等举措。

五是积极推行水、电、煤气、压缩空气等能源介质“用能总量承包”机制，管理节能和技术节能



并举，持续改善能源成本。 

（二）深入贯彻落实“三转”管理理念。公司把“三转”理念贯穿到生产制造、物流销售全

流程中，加大生产管控力度。紧紧抓住阶段性市场契机，及时调整钢材产品结构，发挥了在新疆

钢铁市场的“稳定器”作用。 

（三）坚持创新驱动和技术引领，加快推进完成低碳冶金创新研究中心建设战略任务，企业

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围绕绿色低碳基地发展定位，成立了低碳冶金创新工作推进组，充分

发挥疆内资源禀赋优势，推动低碳冶金工艺技术创新项目早出成果早出效益，主要能耗和排放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公司深化碳利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持续推进智慧制造项目，员工本质化安全保障水平和劳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按照

“顶层设计、统筹策划、分步实施、量力而行”的原则，以信息化系统全面升级改造为基础，强

力推进智慧制造工作，倒逼流程再造和管理变革，推动实现全产业链、全流程产线自动化、决策

智慧化、管理精细化，快速释放公司管理信息化升级改造红利，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五）坚持绿色发展，严格落实环保管理“一岗双责”，实现企业发展与城市共融共生，员工

与企业共同成长发展。2020年公司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打赢蓝

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净土保卫战”为目标，以“三治四化”为抓手，项目化推进污

染防治重点任务，全面提升城市钢厂绿色发展指数，阶段性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六）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进本质安全建设，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公司严格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问题为导向，加强过程问责，在全员中牢固树立“红线”意识、

“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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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1,564,243,057.22 -1,564,243,057.22  

合同负债  1,360,891,459.78 1,360,891,459.78 

其他流动负债 79,872,229.46 203,351,597.44 283,223,826.90 

② 对 2020年 1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

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



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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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沈东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