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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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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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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陈益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路 99 号 

电话 010-88293727 

电子信箱 Chenyi@shougang.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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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6,572,060.95 28,256,890,646.52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4,487,546.78 948,895,118.92 5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15,001,908.71 950,535,791.90 4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97,688,474.41 1,278,168,252.12 36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93 0.1794 5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93 0.1794 5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0% 3.75%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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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96,036,224.12 134,158,519,805.27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606,773,795.75 26,419,676,048.08 0.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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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38% 4,198,760,871 2,322,863,543 质押 1,850,000,00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2% 159,790,00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 79,900,000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11% 58,59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8L-FH002 深 
 1.10% 58,139,207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3% 49,270,0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50% 26,475,5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35% 18,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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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0.28% 15,000,000    

北京卓奥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27% 14,1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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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奥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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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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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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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钢铁业运

行状况平稳向好，企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公司克服环保限产的不利影响，通过强化

资金管控，深入对标挖潜，持续降本增效，加快产品研发，经营生产保持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质提效增

的良好态势。 

   1、产线顺稳运行水平明显提高。坚持聚焦现场，管理和技术优化同步推进，全流程生产运行平稳。迁

顺基地保持高效顺稳运行局面，炼铁工序积极应对环保限产对高炉操作技术的考验，实现高炉停开炉技术

重大突破；炼钢工序深入推进BMS新工艺应用，加强固废回吃，提铁降耗成果显著；热轧工序17次刷新产

线生产纪录；智新公司产线提速再创佳绩；冷轧公司产量创出近三年同期最好水平。京唐公司多措并举，

各工序产能稳步提升，热轧2250mm、冷轧1700mm连退、镀锡连退和镀锡产线产量创出历史新高。  

2、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品牌影响力。坚持“大批量产品核心是高效，高端化产品核心是优质，小批

量产品核心是定制”的产品生产和开发策略，深入推进“精品+服务”品牌创建，产品结构、用户结构进

一步优化。高端领先产品产量迁顺基地同比增长14.5%，京唐基地同比增长5.9%。迁顺基地汽车板获得零

件认证机会超过1200个；酸洗产品完成认证项目7项；取向电工钢薄规格比例超过80%，同比提高20个百分

点，实现2个产品全球首发，“双百万”特高压大容量变压器用高磁感取向硅钢产品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鉴定；无取向电工钢聚焦新能源市场，完成5个新产品开发，获得本田等高端用户认同。京唐基地汽

车板完成19家车企400个以上零件认证，超高强钢供货量同比增长80%，并实现上汽大众、华晨宝马等合资

品牌批量供货；镀锡板实现奥瑞金、中粮等战略用户稳定增量；新开发家电板环保自润滑产品并批量生产；

完成汽车用双层油路焊管、高端电池壳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并实现批量供货。 

    报告期内，公司相继荣获长城汽车2017年度供应商“技术合作奖”、吉利汽车2017年度优秀供应商“最

佳合作奖”、本特勒“年度最佳技术合作奖”、广州松下万宝压缩机“最佳供应商奖”、浙江瑞立汽车“最

佳战略合作奖”以及海尔2017年度优秀模块商最高奖“金魔方奖”。 

3、强化对标找差、深挖潜能，降本增效见成效。迁顺基地通过落实年度28类100余项可量化重点工作，

实现有效降本。一是内部市场化改革，推行阿米巴管理，系统性降本取得实效；二是推进精益管理，坚持

对标找差，持续改进，针对差距深入分析，找出工作方向；三是眼睛向内、深挖潜力，抓住核心，在“强

身健体”上持续下功夫；四是通过优化资金结构，加强费用过程管控，有效降低财务成本。 

京唐公司坚持“以效益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关注焦点，以产线为支撑”的经营理念，千

方百计扩大实物产量，把有限资源效益最大化。一是坚持效益优先原则，根据市场动态实时调整产品流向

和订单结构。二是加强原燃料采、配、用一体化管理，通过推进品种替代、拓展采购渠道等多种手段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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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成本。三是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建立全流程能源成本管控常态化机制，提高自供电率和能源回收利

用效率；破解海水淡化结垢难题，实现提产降费。 

4、推进智能制造和两化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公司新型竞争优势。上半年积极推进智能工厂、智能仓

储、智能装备、钢铁产销一体化经营管理系统等项目建设。迁顺基地硅钢一冷轧智能工厂(工信部智能制

造新模式示范项目)按计划全力推进，产销研用一体化信息系统上线试运行，主体智能装备完成安装并进

入联调优化阶段，预期实现智能制造技术的突破，带来经济指标实质性提升。京唐基地完成3台堆取料机

远程集中操控智能改造，实现了混取、混堆无人化操作；烧结-球团智能产线升级项目、焦化四大机车远

程集中操控智能改造、2230mm连退产线拆捆带机器人项目实施投用后，提高了生产操作准确性、产品质量

稳定性和劳动生产效率；全面推进智能化仓储改造项目，提升库区吞吐能力和连续作业水平。 

5、深化本质化安全管理，扎实高效推进安全生产。迁顺基地以创建“零死亡、零事故”示范企业为

工作目标，优化基础管理体系，深入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持续加强相关方安全管理。深化“三重”预防性

工作体系建设，建立“风险能控、隐患能治、遇事能救”三道防线管控模式，现场安全风险总值较去年同

期降低了25%以上。“本质化安全管理在冶金企业的创新与实践”项目获得了“北京市国有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创新奖”。 

京唐基地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开展作业现场本质化安全打造工作，

扎实推进能源隔离和机械防护工作。深入推进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现安全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自主化。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外协单位专项整治，消除隐患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6、打造“环境友好，绿色制造”领跑企业，做超低排放示范者。坚持环保永远在路上，滚动实施绿

色行动计划。迁顺基地一是针对环保政策带来的经营环境变化，提前谋划超低排放、物流运输、资源供应

等工作。通过工艺设备优化，以及污染源在线监测等科技手段的应用，保证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努力减少

污染物排放量，践行国家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要求。二是重点投资建设脱硫脱硝及综合绿化提升等环境治

理项目，持续环保资金投入，力争率先达到全工序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水平，打好“蓝天保卫战”。三是

开展“洁城洗厂”及厂区绿化美化工作，改善职工工作和生活环境。四是彰显社会责任，利用厂区余热承

担周边居民供暖，淘汰原供暖燃煤锅炉，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 

京唐基地持续推进绿色行动计划，上半年完成矿料场封闭、电厂烟气消白、焦炉烟气消白等治理项目。

自备电厂达到超净排放要求，焦炉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提前达到焦化特别排放限值

要求，各主工序已通过特别排放限值验收。采用“循环流化床脱硫+中温SCR脱硝工艺”的烧结脱硫脱硝改

造项目已开工建设。 

    7、加大股权投资项目管控力度，持续推进投管结合，促进产业协同发展。适应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设立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进一步突出硅钢的专业化经营生产，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更

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强化投后管理，专业管控更着重投资收益和风险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1)迁钢公司：铁335万吨，同比下降9.5%；钢359万吨，同

比下降3.0%；钢材249万吨(剔除供冷轧公司产量)，同比下降2.7%。(2)京唐公司：铁369万吨，同比下降

15.7%；钢392万吨，同比下降9.7%；钢材373万吨，同比下降9.1%。(3)冷轧公司：冷轧板材89万吨，同比

增长1.1%。上述铁、钢、材产量同比减少主要是受环保限产影响。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完成情况：

营业收入315.37亿元，同比增长11.61%；利润总额206,205.75万元，同比增长43.9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142,448.75万元, 同比增长50.12%；每股收益0.2693元，同比增加0.0899元；期末总资产1,374.9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66.07亿元。 

    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以及环保治理力度加大，钢材市场

供求关系有所改善，钢材综合价格同比有一定幅度增长；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加大高端领先产品产量，提

高盈利能力；深挖内部潜力，降低成本费用；加强管理，协同增效；提升服务水平，满足客户需求。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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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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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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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包括四家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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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迁安会议中心有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

增加全资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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