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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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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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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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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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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钢铁 601005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 0105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祥云 彭国菊 

电话 86-23-6887 3311 86-23-6898 3482 

办公地址 中国重庆市长寿经开区钢城大道1号 中国重庆市长寿经开区钢城大道1号 

电子信箱 IR@email.cqgt.cn IR@email.cqgt.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6,486,557 26,933,351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093,683 18,531,665 3.0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8,417 -1,301,18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1,483,560 11,092,899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5,728 761,960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89,097 736,096 -19.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7 4.45 减少1.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9 -22.2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2,2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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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3.51 2,096,981,600 0 质押 2,096,981,6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

法人 

5.95 531,040,021 0 未知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

司 

未知 4.79 427,195,760 0 质押 427,190,07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3.24 289,268,939 0 无 0 

重庆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3.12 278,288,059 0 无 0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未知 2.83 252,411,692 0 无 0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53 226,042,92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未知 2.46 219,633,096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行 

未知 2.43 216,403,628 0 无 0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

司 

未知 2.37 211,461,3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 9 名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亦不知晓其余 9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公司从重整行装再出发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之年，是夯实基础年、提

升管理年、推进发展年。公司积极践行“成本领先”、“制造技术领先”战略，持续贯彻“满产满

销、低成本、高效率”生产经营方针，面对钢材价格下滑、铁矿石价格快速上涨等不利局面，实

施问题导向、倒逼机制和变革驱动，打牢基础、完善体系、提升能力、推进发展，强力推动成本

削减，持续开展精准对标找差，高效推进中国宝武协同支撑。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公

司生产稳定顺行，产销量创历史最好水平，消耗水平明显下降，低成本制造能力取得新突破，竞

争力持续增强。 

（1）产销规模创历史最好水平 

上半年实现铁、钢、材产量分别为 298.42 万吨、325.06 万吨、309.72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19.97 万吨、15.05 万吨、13.03 万吨；实现钢材销量 313.22 万吨，同比增加 18.87 万吨，创历

史最好水平。 

（2）区域市场主导能力逐步提升 

上半年充分发挥区位和品种优势，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完善直供、直销、直发营销体系，创

新工程用户合作模式，深度拓展产品终端市场，产品直供、直销、直发比例同比明显增长，上半

年实现向金安金沙江大桥、巫山桂花大桥、水土嘉陵江大桥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直供钢材。 

（3）制造能力明显提升 

上半年坚持以高炉为中心，加强生产组织管控，持续优化配煤结构和炉料结构，大力实施精

料方针，在现有原燃料条件下强化技术操作与精细化管理，积极探索并逐步固化高产、低耗、优

质的高炉基本操作制度，强化高炉冶炼，提高利用系数，降低燃料比。上半年高炉工序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实现了产能规模提升和技术经济指标优化。 

上半年初步构建设备专业集中一贯制管理体系，通过狠抓基础管理和风险管控，设备故障次

数同比明显下降，上半年主作业线月均设备故障停机时间创历史最好水平，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4）持续推进成本削减工作 

上半年以“系统降本、技术降本”为抓手，聚焦采购成本、消耗、费用和运营效率等问题，

持续推进成本削减，深化费用管控，完善成本分析，强化全工序在经济技术指标、消耗水平和成



本数据方面精准对标找差，纵向比历史最好，横向比行业标杆，通过指标分解、责任落实、跟踪

分析、评价激励，狠抓成本全过程精细化管控，实现降本 144 元/吨材，降本总额 4.49 亿元，完

成年度目标的 64.5%；上半年近 80%的公司级技术经济指标刷新 2018 年连续三个月最好水平，铁

水成本持续保持西南区域领先水平，低成本制造能力取得新突破。 

（5）中国宝武协同支撑取得成效 

上半年充分借力中国宝武协同支撑团队，对公司生产、技术、管理、业务等“把脉、诊断、

开具处方”，持续补齐短板、提升能力；协同支撑 50 个项目有序推进，协同支撑效果初步显现。 

（6）全面推进体系能力建设 

上半年以推行作业长制和标准化作业为抓手，全面提升现场管理能力；围绕年度计划预算目

标，策划生产、技术、设备、管理等管理提升项目 48 项，以工作任务项目化为抓手，持续提升公

司职能业务部门专业管理能力和员工职业素养。 

 

3.2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483,560 11,092,899 3.52 

营业成本 10,342,032 9,769,641 5.86 

销售费用 45,161 41,986 7.56 

管理费用 330,030 306,033 7.84 

财务费用 75,985 147,250 -4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17 -1,301,188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233 664,294         -132.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217 217,947 69.87 

研发支出 241,580 221,857 8.8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产销规模提升。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产销规模提升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产销规模提升，销售运费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职工薪酬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生产经营良性循环，资金占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加主要是公司于 2018年

上半年按约定支付司法重整遗留款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年购买

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向长寿钢

铁借款增加。 

（2）其他 

①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6.17 亿元，同比下降 19.09%，主要原因是：钢材综合

销售价格 3,510 元/吨，同比下降 1.76%，减利 1.98 亿元；矿石、煤炭、合金、废钢等原燃料价

格上涨，减利 3.67 亿元；钢材销售数量 313.22万吨，同比增长 6.41%，增利 0.82 亿元；公司持



续推进成本削减计划，大力开展精准对标找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显著改善，各类消耗明显降低，

各项费用有效控制，工序成本同比下降 3.37 亿元。 

2019 年上半年，本集团主营业务收入 114.41 亿元，同比增长 3.39 %，其中：钢材产品销售

收入 109.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77 亿元。一是销售钢材 313.22 万吨，同比增长 6.41%，增

加销售收入 7.33 亿元；二是钢材平均售价 3,510元/吨，同比下降 1.76%，减少销售收入 2.56 亿

元。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表： 

品种 

2019 年上半年 2018 年上半年 
金额同比增长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人民币千元） （%） （人民币千元） （%） （%） 

中厚板 3,542,337 30.96 2,654,990 23.99 33.42 

热卷 5,158,288 45.08 6,004,637 54.26 -14.09 

棒材 1,142,570 9.99 918,454 8.30 24.40 

线材 1,151,350 10.06 939,650 8.49 22.53 

钢材小计 10,994,545 96.09 10,517,731 95.04 4.53 

其他 446,743 3.91 548,036 4.96 -18.48 

合计 11,441,288 100.00 11,065,767 100.00 3.39 

钢材销售价格表： 

项目 
2019 年上半年售价 

（人民币元/吨） 

2018 年上半年售价 

（人民币元/吨） 

同比增长 

（%） 

增加收入 

（人民币千元） 

中厚板 3,622 3,776 -4.08 -150,675 

热卷 3,389 3,515 -3.58 -191,505 

棒材 3,659 3,498 4.60 50,615 

线材 3,599 3,488 3.18 35,556 

合计 3,510 3,573 -1.76 -256,009 

    钢材销售量表： 

项目 
2019 年上半年销量 

（万吨） 

2018 年上半年销量 

（万吨） 

同比增长 

（%） 

增加收入 

（人民币千元） 

中厚板 97.79 70.30 39.10 1,038,022 

热卷 152.22 170.85 -10.90 -654,844 

棒材 31.22 26.26 18.89 173,501 

线材 31.99 26.94 18.75 176,144 

合计 313.22 294.35 6.41 732,823 

本集团发生期间费用人民币 4.51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0.44 亿元，主要原因是财务

费用减少。 

项目 
本期金额 

（人民币千元） 

上期金额 

（人民币千元）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动

比例(%) 

销售费用 45,161 41,986 7.56 

管理费用 330,030 306,033 7.84 

财务费用 75,985 147,250 -48.40 



合计 451,176 495,269 -8.90 

②其他 

√适用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千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钢铁行业 11,441,288 10,307,160 9.91 3.39 5.55 -1.84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钢材 10,994,545 9,865,158 10.27 4.53 6.74 -1.86 

其他 446,743 442,002 1.06 -18.48 -15.51 -3.48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西南地区 9,330,516 8,422,009 9.74 -7.71 -5.57 -2.05 

其他地区 2,110,772 1,885,151 10.69 120.90 122.70 -0.73 

合计 11,441,288 10,307,160 9.91 3.39 5.55 -1.84 

 

3.3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新租赁准则 

2018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简称“新租赁准则”），新

租赁准则采用与现行融资租赁会计处理类似的单一模型，要求承租人对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

租赁以外的所有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本集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对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重

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并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新

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集团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无影响。 

本集团对首次执行日之前租赁资产将于12个月内完成的经营租赁，采用简化处理，未确认使

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对于2018年财务报表中披露的重大经营租赁尚未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本集团按2019年1

月1日本集团作为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与2019年1月1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租赁负债

的差异调整过程如下： 

单位：千元 

2018年12月31日重大经营租赁最低租赁付款额 379,500 

减：采用简化处理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379,500 

    其中：短期租赁 379,500 

2019年1月1日新租赁准则下最低租赁付款额 - 

2019年1月1日增量借款利率加权平均值 4.86% 

2019年1月1日租赁负债 -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和2019年1-6月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

无重大影响。 

（2）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资产

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设“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列报资产负债表

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利润表中，“研发费用”

项目除反映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外，还包括了原在“管理费用”项目中列示

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

利润和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追溯调整对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本集团 

单位：千元 

2019年 1-6月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财务报表列示方式变

更影响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2018 年 12月 31 日 重分类 2019 年 1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0,340 (30,340) - 

应收账款 - 30,340 30,340 

其他流动资产 575,931 (575,652) 279 

应收款项融资 - 575,652 575,6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46,316 (2,946,316) - 

应付票据 - 1,199,147 1,199,147 

应付账款 - 1,747,169 1,747,169 

 

2018 年 1-6月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8 年 1月 1 日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8 年 1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4,038 (44,038) - 

应收账款 - 44,038 44,038 

其他流动资产 1,251,751 (123,096) 1,128,655 

应收款项融资 - 123,096 123,09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155,294 (2,155,294) - 

应付票据 - 80,700 80,700 

应付账款 - 2,074,594 2,074,594 

 

本公司 

单位：千元 

2019年 1-6月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财务报表列示方式变

更影响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2018 年 12月 31 日 重分类 2019 年 1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851 (29,851) - 

应收账款 - 29,851 29,851 

其他流动资产 575,931 (575,652) 279 

应收款项融资 - 575,652 575,6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45,889 (2,945,889) - 

应付票据 - 1,199,147 1,199,147 

应付账款 - 1,746,742 1,746,742 

 

2018 年 1-6月 会计政策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8 年 1月 1 日 2018 年 1月 1 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6,853 (46,853) - 

应收账款 - 46,853 46,853 

其他流动资产 601,606 (123,096) 478,510 

应收款项融资 - 123,096 123,09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04,070 (2,204,070) - 

应付票据 - 80,700 80,700 

应付账款 - 2,123,370 2,123,370 

 

3.4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四 其他重要事项 

1  遵守企业管治守则 

尽董事会所知，报告期公司已遵守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附录 14-《企业管治守则》的规

定，未发现有任何偏离守则的行为。 

 

2  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公司已采纳了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的有关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标准

规则」） 作为董事买卖本公司证券的守则。经具体咨询后，公司董事均确认彼等于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有遵守标准守则所载规定的准则。 

 

3  中期股息 

鉴于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公司不派发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个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4  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的上市证券 

自 2019 年 6月 12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A 股股份数量

为 31,500,000 股，已回购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32%，成交的最高价格为人民币 2.13 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人民币 1.88 元/股，成交均价人民币 1.975 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6,222.3734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5  重大收购及出售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 

于报告期内，公司概无重大收购及出售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 

 

6  审计委员会 

公司审核委员会由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一名非执行董事组成，即辛清泉、徐以祥、王振华、

张朔共，辛清泉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席。 

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在提交董事会批准前已由审

计委员会成员审阅。 

 

7  权益或淡仓 



于 2019 年 6月 30 日，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于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联法团（《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 15 部的定义）的股份、相关股份或债券证中，拥有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

条须列入本存置的登记册中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之该等规定被假设或视作拥

有之权益或淡仓）；或根据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须知会

本公司及联交所的权益或淡仓如下： 

姓名 
本公司/

相联法团 
身份 权益性质 

持有权益

股份数目

总计（股） 

占公司 A

股股本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股份类别 

王力 本公司 董事 实益权益 
113,800 

（好仓） 
0.00136 0.00128 A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