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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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独立董事王先柱先生因另有公务，委托独立董事张春霞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其表明意见的

选择权之外，其他董事均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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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建议派发 2018 年末期股利每股现金人民币 0.31 元（含税），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2019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等分配方案尚待提交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马钢股份 60080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 0032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 联席公司秘书 

姓名 何红云 赵凯珊 

办公地址 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九华西路8号 
中国香港中环德辅道中61号华人

银行大厦12楼1204-06室 

电话 86-555-2888158/2875251 （852）2155 2649 

电子信箱 mggfdms@magang.com.cn rebeccachiu@chiuandc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钢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中国最大钢铁生产和销售商之一，生产过程主

要有炼铁、炼钢、轧钢等。本公司主要产品是钢材，大致可分为板材、长材和轮轴三大类。 

 

 板材：主要包括薄板和中厚板，其中薄板又分热轧薄板、冷轧薄板、镀锌板及彩涂板。 

 长材：主要包括型钢和线棒材。 

 轮轴：主要包括火车轮、车轴及环件。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并未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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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76,872.00  72,191.59 6.48  66,245.53 

营业收入 81,951.81 73,228.03 11.91 48,2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43.29 4,128.94 43.94 1,2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2.36 3,969.09 28.30 1,40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173.62  23,895.74 17.90  19,76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0.43  4,599.82 201.54  4,27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2 0.536 44.03 0.1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2 0.536 44.03 0.1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8 18.92 增加3.76个百分点 6.4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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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8 21,755 23,054 18,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8 2,011 2,155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02 1,655 2,120 -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 3,547 3,827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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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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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 3,506,467,456 45.54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45,900 1,716,562,800 22.29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142,155,000 1.85 0  未知 未知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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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31,677,149 0.41 0  未知 未知 未知 



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昊青价值稳健 8号投资基金 
-5,102,600 28,653,912 0.37 0  未知 未知 未知 

李晓忠 -294,500 16,759,455 0.22 0  未知 未知 未知 

盛军 未知 13,651,722 0.18 0  未知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二组合 
未知 9,521,500 0.12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富沪深 3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8,752,330 0.11 0  未知 未知 未知 

方威 未知 7,810,000 0.10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前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一致行动人，但本

公司并不知晓前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经营环境 

 钢材市场 

回顾 2018 年，中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GDP 同比增长 6.6%，经济增长处于合

理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效果逐步显现。钢铁行业提前完成了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

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有效缓解，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2018 年，国内钢材价格在一季度小幅波动之后，从 4 月份起逐步上行，11 月份骤降后，于

12 月份保持平稳。全年来看，长材价格走势优于板材。根据中钢协数据，2018 年国内钢材价格平

均指数为 114.75 点，同比上升 7.01 点，升幅为 6.5%。 

受国内钢材需求回升、国际贸易保护等因素的影响，2018 年，中国钢材出口继续下降。据中

国海关统计，全年出口钢材 6,934 万吨，同比下降 8.07%；进口钢材 1,317 万吨，同比下降 0.98%。



折合净出口粗钢 5,624 万吨，同比下降 9.48%。 

 

 原燃料市场 

2018 年，铁矿石价格全年两头高，中间低，波动幅度较上年有所减小。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

年全国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为 69.46 美元/吨，同比略有下降。焦炭价格先抑后扬，在一季度震

荡下行后，二、三季度一路震荡走高，达到近十年来的高点，四季度高位震荡后有所回落，均价

较上年大幅上涨。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本集团生产生铁 1,800 万吨、粗钢 1,964 万吨、钢材 1,870万吨，与上年相比基本

持平。报告期，主要工作如下： 

（1） 持续提升市场经营能力。营销系统优化渠道布局，围绕客户需求，推动服务重心前移，

积极开拓战略目标市场。汽车板新开发了上汽大众、东风商用车、广汽新能源等 6 家主机厂；彩

涂板实现满负荷生产，其产品被应用到雄安新区工程、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高速车

轮成功进入德铁，成为国内首家出口高速车轮的企业。采购系统克服国家环保政策、安全监管力

度加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安全、优质、高效保供。 

（2） 推进制造系统精益运行。全面推行目标计划值管理，铁前系统坚持“日常体检、保供

预警、异常应对”工作机制，保障高炉长周期稳定顺行，铁水成本进入行业第一梯队水平；钢轧

系统以增产增效为核心，坚持质量“三不原则”，通过持续开展工艺优化和产品质量改进工作，提

升订单兑现率和客户满意度，实现经济运行。 

（3） 重点产品认证取得新突破。完成了 6 种规格车轮的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TSI）

认证，时速 320 公里高速车轮在德国铁路公司装车上线运行；汽车板通过上汽大众、一汽集团、

吉利汽车、众泰汽车、观致汽车等多家汽车主机厂的二方审核，特别是马钢镀锌 CR340LA 汽车板

获得通用汽车全球一级工程认证，极大地提升了公司镀锌低合金高强系列在中高端汽车板市场认

可度和品牌影响力；H 型钢产品通过了出口日本 JIS 认证换证复评审核；酸洗板带产品通过了 TUV

汉德认证公司的欧盟 PED 监督审核。 

（4） 扎实做好设备和能源管理。强化设备系统保障能力，不断完善设备综合效率评价（OEE），

促进设备功能精度管控能力提升，公司各产线运行总体稳定高效，KPI 指标达到或超过目标计划值。

在“全国重点大型耗能钢铁生产设备节能降耗对标竞赛”中，三铁总厂 A 号烧结机获得 300m2以上

烧结机“冠军炉”荣誉称号，二铁 4
#
高炉、三铁 B号高炉、四钢轧 2

#
转炉分别获得 “优胜炉”荣

誉称号。 

（5） 加强安全、能源、环保工作。持续开展公司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

及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及技术、操作标准，对全系统进行摸排检查，加强设备无故障、操作无风

险的职业健康和环境安全体系建设。通过对标挖潜，能源系统取得节能降耗新突破，能耗指标持

续进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蓝天保

卫战各项整改措施，制订公司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系统地从根源上查找并解决制

约公司未来发展过程的环保短板问题，确保公司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环境改善，实现可持续发

展。 

（6） 科学推进管理体系建设。按照“谋划、控制、指导、服务”的管理思想，以新版 ISO9001

和 IATF16949 两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为基础，继续完善公司方针目标、经营管理、科技创新、质

量改进、生产制造、基础设施、风险控制、人力资源等各项管理工作，提高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

和效率。 

（7） 人力资源优化。公司推进机关改革，机构不断精简，人员逐步精干优化，同时，稳妥

有序做好人员分流安置工作。与上年末相比，2018年末公司机关人数减少 325 人，同比下降 42%。 



3、 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并无重大变化。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11.91%，主要是由于本年钢材销售价格上涨以及钢材销售量增

加所致。营业成本较上年增加 9.82%，主要是由于本年原燃料采购价格上涨以及钢材销售量增加

所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 43.94%，主要是由于本年钢材产品毛利上升所致。 

 

四、 重大事项 

1、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普通股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2018年度，公司已分派中期股利每股现金人民币 0.05元（含税）。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

2018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4,719百万元，计提 10%法定盈余公积后，2018年末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4,961 百万元。董事会建议 2018年度末期股利每股现金人民币 0.31元

（含税），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2019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等分配方案尚待提交股

东周年大会批准。 

2016 年未进行利润分配；2017 年度末期股利每股现金人民币 0.165 元（含税），未分配利润

结转至 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 核数师酬金 

本年度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获委任为本集团核数师，已完成年度财务审

计及相关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并出具相关审计报告。公司应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共计人民

币 538.5万元（不含税），其中年度审计费为人民币 480万元(含内控审计费人民币 60万元)，执

行商定程序费人民币 58.5万元。审计费和执行商定程序费均已包含会计师事务所的代垫费用。此

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在本公司工作期间的食宿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报告期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集团执行新会计准则适用的商定程序服

务收费人民币 50万元。 

此外，安永税务及咨询有限公司为本集团在香港提供利得税申报服务收费港币 4.3 万元。该

服务并不属于审计范畴。 

3、 审核委员会 

2018年，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共召开 6次会议。会议认真履行了检查本集团的财务及内部

控制的职责，审阅了公司 2017年度帐目以及 2018年第一季度帐目、半年度帐目和第三季度帐目；

审阅了外聘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17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并对公司聘任核数师事宜、关

联交易事宜及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2018年度帐目已经审核委员会审阅。 

4、 购买、出售及赎回上市股份 

报告期内，本公司并未购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集团亦未购买或再出售任何上市股份。 

5、 优先购股权 

中国法律及本公司章程并无规定本公司发行新股时须先让现有股东按其持股币种购买新股。 

6、 公众持股量 

基于公开予本公司查阅之资料及据公司董事所知悉，截至本公告日期为止，本公司符合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之公众持股量的有关要求。 



7、 监事会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法运作，公司财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如适用）、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对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和内控制度执

行情况进行了审议，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 

8、 企业管治守则 

公司在 2018 年遵守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附录 14——《企业管治守则》的所有守则

条文。 

经公司所有董事书面确认，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均已遵守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附录

10——《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的要求。 

 

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经审计 

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 

2、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收入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新

收入准则建立了新的模型用于确认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本公司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执

行新收入准则。经过测算，新收入准则的适用对本集团和本公司的收入、净利润及股东权益并无

重大影响，因此本集团和本公司未对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该等新准则改变了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

量方式。 

在该等新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本集团对其 2017年 12月 31日的金融工具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

具准则的规定进行了分类和计量结果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 2018年 1月 1日金融工具的分类

和计量结果进行了调整。该等会计政策变更导致本集团期初总资产增加人民币 6,385,966 元，净

资产增加人民币 4,154,774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人民币 32,360,498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未分配利润减少人民币 20,317,968 元）；本公司期初总资产增加人民币

36,653,752元，净资产增加人民币 27,490,314元（其中：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人民币 27,490,314

元）。 

 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要

求，本集团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汇总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收利

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汇总列示于“其他应收款”，将“固定资产”和“固定资

产清理”汇总列示于“固定资产”；本集团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汇总列示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汇总列示于“其他应付款”，

将“长期应付款”和“专项应付款”汇总列示于“长期应付款”；本集团在利润表中的“财务费

用”项目之上单独列报“研发费用”项目，将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改为在

“研发费用”中列报；本集团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



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现金流量列报项目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编制现金流量表时，

将原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变更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

该会计政策变更减少了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并以相同金额增加

了经营活动现金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但对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响。 

 

3、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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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立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马钢中东公司 2018年 1月 迪拉姆 4百万元 100 

马鞍山迈特冶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人民币 50万元 100 

安徽马钢化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人民币 6亿元 100 

马钢（长春）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人民币 1千万元 100 

马钢（武汉）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人民币 2.5亿元 85 

以上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 

 处置子公司情况 

（1）本集团于 2018年 2月 27日收到了破产清算管理人出具的《马钢（上海）工贸有限公司

移交接管书》（[2017]马钢破管字 1 号），该移交接管书上载明：马钢（上海）工贸有限公司按照

管理人要求，妥善移交企业所有财产账册、文书档案、印章、证照等有关材料，因此本集团自 2018

年 2月 27日起无法对该公司行使控制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根据 2018年 11月 21日股东大会决议，集团公司于 2018年 12月 31日出资购买本公司

持有的子公司废钢公司 55%股权，集团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增资以获取本公司子公司安徽马钢

化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5%股权，集团公司 2018年 12月 15日增资以获取本公司子公司马钢嘉华

新型建材公司 40%股权，本集团从处置完成日起不再将上述三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报告期，马钢（重庆）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和广州马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被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