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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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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京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00 号)”。公司正在按照批复依规推进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鉴于此公司拟在本事项实施完毕后，尽快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并
安排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相关事宜。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首钢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0959

董事会秘书
陈益
北京市石景山路 99 号
010-88292055
010-88293727
Chenyi@shouga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属于钢铁行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铜冶炼及压延加工、销售；烧
结矿、焦炭、化工产品制造、销售；高炉余压发电及煤气生产、销售；工业生产废异物加工、销售；销售
金属材料、焦炭、化工产品、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通用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家具、
装饰材料；设备租赁(汽车除外)；装卸搬运；软件开发；广告设计、代理；仓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投资及投资管理；经营电信业务；保险代理业务；保险经纪业务。
2、迁顺基地钢铁产品包括热系和冷系两大系列板材产品，其中热系产品形成以酸洗板、耐候钢、汽
车结构钢、高强钢、管线钢、锯片钢为主的产品系列；冷系产品形成以汽车板、电工钢、家电板、专用板
为主的产品系列。
京唐基地钢铁产品包括热系和冷系两大系列板材产品，其中热系产品形成以汽车结构钢、管线钢、耐
候钢、高强钢为主的热连轧产品和桥梁钢、造船及海工钢、风电钢、高建钢、管线钢为主的中厚板产品系
列；冷系产品形成了汽车板、家电板、专用板、镀锡板、镀铬板、彩涂板、普板七大产品系列。
3、主要钢铁产品用途包括
(1)热系产品
酸洗板主要用于汽车、压缩机、摩托车、机械制造以及五金配件等。
汽车结构钢主要包括汽车车轮钢、汽车大梁钢，用于制造轿车、客车、载重汽车、工程机械、农用车
等车辆的车轮轮辋轮辐以及各类汽车车架的横梁和纵梁等结构件。
管线钢主要用于制造输送石油、天然气等介质的管道。
耐候钢主要包括集装箱用钢、铁路耐侯用钢、搅拌罐用钢和电力塔架用钢等。
高强钢包括高强工程机械用钢、保险柜和ATM用防爆钢、风机用钢、载重汽车车厢用钢等，主要用于
制造起重机、泵车、专用车等车辆的吊臂、车身、大梁以及鼓风机、矿用风机、电力风机的叶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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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板主要包括焊接气瓶钢、锅炉和压力容器钢，可用于制造盛装液化石油气、液氮等气体的容器、
特种设备中的承压设备。
(2)冷系产品
汽车板主要应用于生产各类乘用车、商用车的汽车车身、结构及部分底盘零件等。
电工钢包括无取向和取向电工钢，主要应用于家电、工业电机、中小电机、新能源汽车、变压器等行
业或领域。
镀锡板主要用于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也用于汽油、油脂、颜料、抛光剂、喷雾剂等化学品的产品
包装。
镀铬板主要用作罐头顶盖、旋开盖、凸盖、易拉盖、浅冲罐。
家电板主要用于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小家电的内外板、结构板等。
彩涂板广泛应用于建筑业、造船业、车辆制造业、家具行业等。
专用板主要用于链条、搪瓷、焊丝、制桶、摩托车标准件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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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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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20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79,951,181,948.10

69,151,432,692.45

68,841,307,821.91

16.14%

65,776,660,538.90

66,475,184,06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6,452,832.06

1,251,047,873.08

1,185,589,702.44

50.68%

2,403,750,672.16

2,370,453,25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4,439,720.83

1,237,189,576.69

1,237,189,576.69

38.58%

2,370,753,271.57

2,370,753,271.57

10,274,678,796.19

3,318,628,938.53

3,415,002,015.35

200.87%

12,459,389,585.17

12,389,358,91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77

0.2365

0.2241

50.69%

0.4544

0.44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77

0.2365

0.2241

50.69%

0.4544

0.44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0%

4.77%

4.52%

提高 1.88 个百分点

9.29%

9.18%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 年末

2020 年末
调整前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调整后

144,367,221,971.10 141,370,925,410.35
28,959,395,268.02

27,028,680,9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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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146,872,471,898.20

-1.71%

26,881,935,733.01

7.73%

调整后

135,204,153,025.76 140,144,000,775.49
25,431,045,600.77

25,267,927,4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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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一季度
17,284,413,433.63
197,594,840.73

第二季度
16,402,416,186.59
325,593,065.83

第三季度
20,998,838,588.31
651,503,984.61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89,019,530.01
286,879,833.47
645,106,468.50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708,264.66
2,928,254,168.49
2,127,819,97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单位：元
第四季度
25,265,513,739.57
611,760,940.89
593,433,888.85
5,403,312,915.56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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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93,46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4,22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0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64.38%
3,405,352,431
232,286,354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793,408,440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2%
159,790,00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1%
79,900,00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1%
58,590,000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5%
55,285,701
刘伟
0.93%
49,270,000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82%
43,311,79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50%
26,475,5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35%
18,650,0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持有宝钢股份 2.19%股权，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宝钢股份 61.93%股权，除此之外首钢集团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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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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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 首迁 01
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代码
149236

发行日

到期日

2020 年 09 月 17 2024 年 09 月 17
日
日

债券余额(万
元)
250,000

利率
3.98%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根据2020年9月8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评级为AAA，“20首迁01”债项
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首迁01”上市以来，未发生信用评级变化。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单位：万元
同期变动率

2019 年

资产负债率

73.10%

72.65%

同比升高 0.45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1.11%

9.44%

同比升高 1.67 个百分点

1.8

1.49

20.81%

利息保障倍数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世界经济低迷，我国经济由降转升后稳步向好，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我国钢铁生产持续高位运行，钢材市场持续向好。原材料价格整体保持上行态势，铁矿石价
格持续攀升。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经营生产“两手抓、两不误”，抓住市场机遇，克服上游涨价影响，持
续打造“产品、质量、成本、服务、技术”五大优势，攻坚克难，精细组织，稳中求进，各 项工 作展现
新气象，取得新成效。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营业收入799.51亿元，同比增长增幅16.14%；利润总额27.78
亿元，同比增长43.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7.86亿元，同比增长50.68%；每股收益0.34元，总
资产1443.6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289.59亿元。
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迁钢公司：铁803万吨，同比增长4%；钢849万吨，同比增长5%；材821
万吨(含供冷轧公司192万吨、智新公司174万吨)，同比增长5%。京唐公司:铁1287万吨，同比增长65%；钢
1129万吨，同比增长22%；材1012万吨，同比增长18%。智新公司：电工钢154万吨，同比下降6%。冷轧公
司:冷轧板材184万吨，同比增长8%。
1、不辱使命，多项指标创造新纪录
疫情防控完成“三零”目标。科学施策、精准防控、常态化管理，健全各项保障机制，全面构建网格
化、立体式疫情防控体系；开展全员联防联控，压实属地责任，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全力织密织牢防疫网，
实现零密接、零疑似、零确诊的防控目标，有效保障了经营生产正常秩序。
实现生产高水平运行。铁、钢、材产量全面刷新历史纪录。迁钢公司铁耗指标、日产量创建厂以来最
高水平。智新公司二十辊机组突破轧制瓶颈，1#环形炉不停炉，电工钢高端产品同比增长 10.9%。冷轧公
司镀锌产线产量创投产以来最好水平。京唐公司推广三铁口出铁、高富氧喷煤、大矿批、大球比冶炼等技
术研究运用，生产水平整体提升，铁水产量连创新高。全力组织“二期新产线达产达效”攻关，各产线快
速达产、关键指标均达预期。
2、夯基固本，推进高质量发展
产品质量持续提升。迁顺基地做实做细“质量提升年”，聚焦客户关心和产线瓶颈的问题，19 个项目达
到预期目标；现场改善提升 72 项；督办重点工作 23 项。质检工序自主开发汽车结构和无取向新能源产品微
量元素检验技术，实现检验数据精准指导工艺生产。围绕长期困扰产线的质量难点攻关，开展全流程控氧及
结晶器流场研究；深化对汽车板表面微观形貌研究，供宝马、大众、长城缺陷 ppm 值分别降低 74%、35%、51%。
京唐基地分层级开展质量体系培训，推动质量控制由“结果”向“结果+过程”转变，全年攻关 191 项，完
成 171 项，质量提升效果显著。内抓质量瓶颈突破，开展十大重点缺陷攻关；外抓用户抱怨解决，实行“摘
挂牌”模式，缺陷取得明显改善。建立铁钢轧 47 个工序 407 项关键控制点。
创新引领安全管理。迁顺基地深化“双控”机制建设，钢铁行业首家自主研发“双控”系统，形成国家
专利 11 项，排查治理隐患，安全风险总值同比降低 10%，管理经验在河北省推广。坚持文化引领，迁钢公司
获评“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是钢铁行业唯一全流程获得该荣誉的企业。京唐基地持续开展安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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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价，逐步延伸至作业区和维检单位。以“无人则安、提效降险、危险隔离”为目标，打造 80 个本质化
推进区域，运输、质监、炼铁等区域强化自主实施，取得显著成果。同步推进“双控”机制建设，辨识安全
风险，制定管控措施，消除和降低安全风险。
打造绿色发展行业标杆。迁钢公司、京唐公司获评环保绩效 A 类企业，实施自主减排，全年保持安全顺
稳局面，向行业和社会展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形象。迁钢公司承办河北省钢铁行业创建 A 类企业对标培训、全
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监测与评估监测研讨会等活动，积极推广超低排放技术和环保管理经验。京唐公司强化
“开局就是决战”意识，建成全球单跨最大的球团料场封闭大棚，厂容厂貌及现场环境持续改善，清洁运输
水平显著提高，绿化覆盖率达到 41%；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热膜耦合式海水淡化项目成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
发展的典范工程。
3、降本提效开源创收实现新突破
降本提效实现新突破。迁顺基地吨钢降本达到 380 元。产线持续挖潜，热轧双线加工费赶超对标企业。
工序高效协同，鱼雷罐运行减少 8 台，铁水温降降低 11℃，热装热送比例提高 6.6%。统筹购销业务，回收
优质废钢 30 万吨，废钢采购价格大幅降低。京唐基地强化铁前一体化、一二期能源平衡、全工序设备费用、
物流运输等管控，实现协同降本，铁成本保持行业领先水平。狠抓炼钢降铁耗、合金替代等关键指标攻关，
实现技术降本。通过存量贷款 LPR 接续、现金折扣采购、厂内物流整合等精细化管控，实现管理降本。深耕
“三个跑赢”，实施闭环管控，两头价格全部跑赢市场。
开源创收创造新成效。迁顺基地全力以赴推进固体二次资源产线建设、加工、回吃，全年消化二次资源
增效超 6 亿元。做强在线竞拍平台，全年交易额突破 43 亿元，拓展电商化采购渠道，采购价格降幅 14%。京
唐基地成立循环经济中心，锌资源循环产线、均质化产线投产并达产，实现含铁污泥和炼钢一、二次灰 100%
循环利用。积极开展铁前富余产能外销创收，实现市场化增效。自有码头强化铁海联运，推进优势航线建设，
实现港口创收增资。
4、强化“制造+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
聚焦高端客户需求，坚持差异化、定制化服务宗旨，强化“制造+服务”，推进汽车板做精做强、电
工钢持续引领、镀锡板坚持高端、酸洗板提质增量，产品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
汽车板做精做强。汽车板镀锌、高强、外板、合资等供货较上年分别增长 23%、22%、29%和 32%，效益
支撑作用明显。主机厂订单提高至 41%，宝马份额提升 4 个百分点，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供货量增长超过 20
个百分点，连续三年蝉联华晨宝马、长城、北汽国内第一供应商。
电工钢持续引领。新能源汽车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2 倍，无取向电工钢 35SW300 及以上超高牌号产品占
比 47.2%，实现向沃尔沃、大众、蔚来等汽车客户批量供货。取向电工钢 0.20mm 及以下超薄规格产品市场国
内占有率超过 70%，连续 3 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500kV 及以上变压器应用业绩新增 88 台，乌东德、白鹤
滩项目供应份额分别达 70%、50%，助力“大国重器”建设。
镀锡板坚持高端。镀锡板宽幅逆晶红牛铁、高成形易开盖产品实现行业龙头企业批量稳定供货，薄规格
产品比例达 56%，DR 材同比增长 77%。高端产品奶粉铁、高抗硫、红牛铁比例超 50%，涵盖饮料罐、食品罐、
奶粉罐等所有包装用板材，实现了奥瑞金、中粮包装等国内高端客户全覆盖，品牌影响力迈入“第一方队”。
酸洗板提质增量。酸洗汽车结构钢全年完成 75 万吨，同比增长 120%；抓住冰箱、压缩机出口需求增长
机遇，完成压缩机领域销量 68 万吨，同比增长 42%。迁钢基地实现搪瓷钢、连续油管、园林工具钢等小品种
向行业龙头企业稳定供货；京唐基地实现搪瓷钢、热成型钢、双相钢、复相项钢等先进高强钢开发，其中热
成型钢通过用户冲压成型试用，双面搪瓷抗鳞爆性能得到用户充分认可并实现批量供货。
全面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合同管理和快速响应体系，智慧营销平台全覆盖订货用户，实现客户活动信息
在系统内流转，客户诉求实现闭环管理。创新技术营销，开通新媒体线上服务交流、远程指导，举办上汽大
众、东风日产“首钢日”活动，开展酸洗板客户座谈会在线直播，提供格美淇冲压、吉利 EVI 等技术支持，
EVI 供货量占比商品材总量比例提升 6 个百分点。紧盯用户复产保供需求，打通生产物流关键瓶颈，对重点
用户采取个性化保供方案。持续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工中心服务支撑作用日益显著，重庆首钢武中加工中心
获重庆长城高度认可，宁波首钢加工中心成为上汽大众一级供应商。
5、深化改革提效，技术和管理创新赋能
科技创新与时俱进。发挥“一院多中心”研发体系优势，形成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全年首发产品
6 项，成功开发大理石排锯钢，打破 30 年国外垄断；国内率先开发高强搪瓷钢 HC300EK，强度保持在 300MPa
以上，实现材料减薄；首发高强低铁损 35SW1500H、25SWYS480 电工钢产品，满足下一代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机高转速发展需求。首开工艺 1 项----超低碳钢高效 RH 精炼技术，实现一次水口连浇 12 炉，钢水洁净度、
真空处理时间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转炉全炉役碳氧积达到 0.00148，位于国际领先水平。智新公司挑战酸轧
高硅品种轧制能力极限，
实现高硅 30SW230 产品轧制，
自主开发连退机组控制技术，
产品磁性能提升 0.3w/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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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蓄热式辐射管燃烧技术及装备的开发与应用”等 19 项科技成果通过验收评价，“碳钢端部/边部
质量控制技术研究”等 7 项获评国际先进。
精益管理赋能提效。迁顺基地推进精益管理与学习德国巴登钢厂有机融合、探索实践。OEE 管理区域扩
大到 15 个机组。阿米巴建设坚持质量优先，全年固化推广阿米巴 152 个。以低成本、新技术对现有产线持
续升级改造，提升效率和品质，提高市场竞争力。智新电磁 CA2 机组高牌号生产适应性改造投产即达产，无
取向高牌号月产能力提升 39%。京唐基地对标缩差体系进一步完善，开展“质量、效率、效益、成本”四个
维度对标，79 项指标中有 50 项打破历史纪录，51 项达到或超过标杆企业，6 项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实现由
“达标”向“创标”迈进。坚持做实 QTI 管理，着力打造具有京唐公司特色的现场自主管理、持续改善管理
的创新品牌。
智能制造稳质提效。迁顺基地推进大数据应用，探索构建 POC 智能管控、性能风险管控等 21 个业务决
策模型，实现业务管控一键式统计分析。实现工业机器人新场景应用 2 台，成熟应用 11 台。聚焦业务瓶颈，
打造全国首条热轧板卷自动智能检测生产线，平均检验周期缩短 40%。提升自动化水平，全自动出钢稳定运
行过万炉，达行业领先水平。京唐基地顺利完成二期新产线信息化全系统建设，有力保障达产达效。实施成
本主题数据治理项目，提升数据应用能力。自主研发板坯库垛位智能推荐系统并探索智能排程，生产作业效
率进一步提高。“5G 智慧钢铁实训基地”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移动 5G 技术在工业领域正式应用的首家钢铁
企业。
6、强化对外投资管控，助力钢铁主业发展
投资持续聚焦主业，不断加强投资及参控股企业管控力度，筑牢投资风险防控基础，参控股企业运行
质量进一步改善。为减少关联交易、优化资产配置、增厚公司收益，2020 年 6 月完成公司持有的北汽全部
内资股与首钢集团持有的钢贸公司 51%股权的置换工作，公司营销体系建设得到提升。报告期内，取得投
资分红收益 35199 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产品名称
钢坯
热轧
冷轧
其他钢铁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265,307,282.20
239,732,815.06
32,142,438,742.64 29,683,727,128.66
41,755,926,337.32 38,319,410,072.18
2,040,682,356.91 1,782,307,048.86

9.64%
7.65%
8.23%
12.66%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94%
6.99%
-7.54%
32.62%
38.11%
-3.67%
5.60%
6.49%
-0.76%
10.33%
4.28%
5.0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利润总总额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钢材价格上涨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
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
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
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
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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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列示。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
号”)。
解释第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
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③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关于印发<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会〔2019〕
22号)(以下简称“碳排放权暂行规定”)，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核算及相关会计处理，完善了与碳排放权有
关的列示和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上述碳排放权暂行规定，重点排放企业通过政府免费分配等方式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的，不作账
务处理；通过购入方式取得碳排放配额的，在购买日将取得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碳排放权资产，并按照成
本进行计量。使用或出售购入的碳排放配额履约(履行减排义务)时，将碳排放资产转入当期损益。
碳排放权暂行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
理。
采用碳排放权暂行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④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
[2020]10号)，可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公司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租金减让不适用上述简化处理方法。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北京首钢钢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包括六家子公司：首钢
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迁钢首钢冶金科技有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
磁材料有限公司、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首钢钢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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