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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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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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046,149,672.7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45,366,918.12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91,516,590.85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2,056,660,059.37 元。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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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特钢 600117 未变更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俊 孙康 

办公地址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部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 0971-5299673 0971-5299186 

电子信箱 Xiongjun9453@163.com xntgsk@.foxmai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特殊钢的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务。 

公司主要品种有碳结钢、碳工钢、合结钢、合工钢、轴承钢、模具钢、不锈钢、弹簧钢八大

类；产品规格包括热轧棒材Ф 16mm～Ф 280mm、锻造棒材Ф 100mm～Ф 550mm、冷拉银亮材Ф

12mm～Ф 80mm、异型电渣熔铸件等。 



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生产模式---特钢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已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模式，由于特钢销售的

特点是品种多、数量较小且分散，所以行业内特钢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2）销售模式---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协议，期限一般为一年，先行确定一年内的供货数量、

品种、结算方式；具体订货时，按月订单执行； 

（3）采购模式---公司与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期限一般为一年，先行确定一年内的采购数量、

品类、结算方式；具体采购时，按月订单执行。 

3.行业情况 

2018 年，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行业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钢铁行业超

额完成 3,000 万吨年度去产能目标任务，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确定的 1.5 亿吨钢铁去产能上

限目标，扭转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生铁产量 77,105 万吨，同比增长 3%；粗钢产量 92,826 

万吨，同比增长 6.6%；钢材产量 110,552 万吨，同比增长 8.5%。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叠

加贸易摩擦，钢材出口难有大幅回升；去产能、环保边际效应递减；稳固供给侧改革成效、兼并

重组、节能减排等方面将有效推进，钢铁企业利润逐渐回归理性区间。 

(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中国四大特钢企业集团之一，西部地区最大、西北地区唯一的特殊钢生产企业，特钢

协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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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3,519,850,077.39 24,287,338,902.40 -3.16 27,069,509,716.74 

营业收入 6,786,516,369.25 7,433,673,079.45 -8.71 7,389,624,31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46,149,672.73 59,811,449.07 -3,521.00 69,407,37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82,119,284.45 -684,598,254.13 -174.92 -359,293,96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88,573,893.73 3,135,350,612.58 -65.28 2,873,595,92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6,001,495.14 416,023,212.41 -156.73 -1,856,562,06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6 0.06 -3,366.67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6 0.06 -3,366.67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6.87 2.06 减少98.93个

百分点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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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000,850.24 1,729,461,111.51 1,691,527,301.45 1,709,527,10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248,390.97 1,324,249.92 -588,676,983.68 -1,470,045,32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8,078,115.88 -2,274,788.20 -591,712,138.05 -1,296,210,47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8,816,659.18 269,340,265.12 -359,280,280.29 102,755,1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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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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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369,669,184 35.37 0 质

押 

210,600,000 国有法人 

青海省物产集团有

限公司 

0 100,000,000 9.57 10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9.57 10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邓建宇 0 100,000,000 9.57 100,000,000 质

押 

100,000,000 境内自然人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 

0 10,995,293 1.05 0 无   国有法人 



冯兰珍 0 4,925,800 0.47 0 无   未知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0 3,899,000 0.37 3,899,000 无   其他 

王五可 2,287,734 2,287,734 0.22 0 无   未知 

刘思红 332,300 2,133,600 0.20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1,546,100 0.15 0 无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西钢集团公司、青海物产集团、青海机电控股，

其中西钢集团公司为控股股东，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为前十四名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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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西宁特殊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1 年公司债

券 

11 西钢

债 

122077 2011 年

6 月 15

日 

2019 年

6 月 15

日 

12,338,000.00 6.75 每 年 付

息，到期

偿付本金 

上海证券交

易所 

西宁特殊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公司债

券 

12 西钢

债 

122158 2012 年

7 月 16

日 

2020 年

7 月 16

日 

40,095,000.00 6.50 每 年 付

息，到期

偿付本金 

上海证券交

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2018 年 6月 15日，公司按时向全体“11 西钢债”持有人支付自 2017年 6月 15日至 2018 年

6月 14日期间的利息。 

详见 2018年 6月 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临 2018-044号）。 

2.2018年 7月 16日，公司按时向全体“12 西钢债”持有人支付自 2017年 7月 16日至 2018年 7

月 15日期间的利息。 

详见 2018年 7月 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临 2018-051 号）。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 6 月 8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1 西钢债”和“12 西钢债”的债券信

用等级为“AA”。详见 2018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 2018 年信用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临 2018-046 号）。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92.93 84.74 8.1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6 0.07 -184.20 

利息保障倍数 -1.25 0.61 -3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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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以改革破解难题，以创新促进发展，全力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通过

积极开发市场、创新驱动发展、提高职工综合素质等措施的采取，公司的管理水平、产业结构调

整、产品研发成果、安全环保等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一)指标完成情况 

主要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年 度 
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比同期增减（%） 

铁（万吨） 102.4 124.45 21.53 

钢（万吨） 119.5 138.08 15.55 

钢材（万吨） 126.71 146.38 15.52 

焦炭（万吨） 51.81 45.82 -11.56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 度 

项  目 
2017（亿元） 2018 年（亿元） 比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74.34 67.87 -8.71 

利润总额 0.94 -20.01 -2228.72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0.60 -20.46 -3521.00 

 

（二）2018 年主要工作 

1.市场开拓方面 

以“主动出击、增量提速”为主线，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品种，紧密结合产线产量和产线规

模，建立产品开发战略，特别是针对高质量齿轮钢、轴承钢、工模具钢等产品，实施“靶向开发”，

并对重点客户实施分档分类管理。坚持价值创造、效益优先原则，将产品按照毛利水平划分为八

个档次，持续做好产品的减亏增盈调整，深化销售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技术服务的功能。 

2.成本管控方面 

公司严格执行 “高度计划、高度管控”的经营运行模式，全面实行预算管理，推行“点、线、

面”的“预算+过程+结果”的成本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生产、质量、技术、成本、设备、安全”

管控体系作用，提高标准化、规范化运行水平，全面开展成本管控工作。 

3.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一是对辅助性产业进行剥离、淘汰落后产能，报告期内已完成将它温查汉西、野马泉两家矿

山企业，物业公司，福利厂，公司检修作业区部分资产，置业公司商混站部分资产，通过协议及

公开挂牌等方式进行了对外转让；将化解过剩产能涉及一炼资产、装备升级改造涉及一轧资产、

环保升级改造涉及 4 座 150m³白灰竖窑资产进行了报废处置。实现了辅业、不良资产的剥离及落

后产能的淘汰，同时收回了部分资金，降低公司资金风险。 

二是产品、产线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确定了普特结合的发展模式，明确

了以电炉炼钢+精品棒材大、小棒线为主的特钢生产线，以转炉炼钢+连轧组成的普钢优钢生产线。  



三是注册成立矿冶科技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公司、新材料公司，并将公司部分债权债务及人

员以资产组形式划转至以上三家子公司，实现独立运营。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管理效率、理顺了公

司架构、有效整合了内部资源。 

4.创新驱动方面 

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大创新创效力度。经过公司各级专业部门和科技专家委员会的论

证，形成了公司层面的科技创新和基层创新两方面内容。报告期内，公司级科技创新方面，确立

了公司级科技创新创效项目 30项，涵盖了产能释放、质量提升、工艺改进、固废利用等诸多方面；

基层创新方面，进一步突出质量提升重点，有效激发干部职工立足岗位、主动创新的工作积极性，

开展基层各类创新项目 263项，创效工作效果明显。 

5.风险防控方面 

公司从内部实施精细化管理，并落实职能部门的宏观管控职责，加强对重大事项的监督和检

查。通过供应商管理、信息管理、招投标监督等管控平台，加大全公司供应商评价体系、招投标

监督等工作的统筹管理。同时，进一步强化审计部门监督作用，完善法律管理制度，规范监管工

作，严格执行合同审查制度，预防潜在法律风险。 

6.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一是围绕“市场”和“产品”，将年度指标以内部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承包分解，并建立内部

上下工序之间模拟市场价格的结算与核算机制，以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手段，激发潜能、激活

动能，促进内部经营管控水平的不断提升。 

二是实施“两化融合、智能制造”工程。建设工业智能产销一体化信息管理体系，该工程将

数据采集、生产制造过程管理系统、财务管理、成本管理、预算管理、检斤化验数据采集、设备

管理系统纳入一体，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三是加强职工队伍素质建设，围绕管理、技术、操作三支队伍能力素质的提升，建立并形成

全公司培训管理系统，不断丰富和健全队伍能力培养方式，创新培养机制，按照“短期解决公司

操作人才短缺问题，长远保障职工职业生涯规划实施”的原则，探索建立短期、中期、长期培养

机制，因材施教开展培训工作。 

7.安全环保工作方面 

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环保没有淡季”的理念，深入推进公司安全环保体系的全面落地，以“区

域化、全覆盖”为切入点，将各公司安全环保工作纳入监管工作范畴，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责任和

担当，以现场作业工序为基本单元，实施区域化管理。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伤事故,环保设施

随主体生产设备运行率大于 99.9%，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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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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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等三项金融工

具会计准则；2017年 5月 2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

上四项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西宁特钢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要求 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露，不重述 2018 年可比数，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西宁特钢 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具体情

况如下：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地

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会计处理。企业可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得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5）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西宁特钢无需重述前期比

较数据。 

2、2018年 6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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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西宁特钢根据财会〔2018〕15号通知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

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收款”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

应付款”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

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

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分别反映

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 

按照财会〔2018〕15通知要求，对相关报表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受影响的期初余额、上期发

生额如下所示： 

 

单位：元 

原报表项目列报金额 新报表项目列报金额 

应收票据 317,188,887.9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15,059,917.82 

应收账款 497,871,029.86 

固定资产 10,276,306,968.53 

固定资产 10,280,223,568.53 

固定资产清理 3,916,600.00 

在建工程 5,665,698,852.36 

在建工程 5,712,078,718.31 

工程物资 46,379,865.95 

应付票据 209,061,787.9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34,903,587.08 

应付账款 3,125,841,799.18 

应付利息 20,770,505.54 

其他应付款 1,377,630,948.33 

其他应付款 1,356,860,442.79 

长期应付款 492,978,716.36 

长期应付款 497,524,170.90 

专项应付款 4,545,454.54 

管理费用 330,878,641.78 

管理费用 321,496,633.18 

研发费用 9,382,0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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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公

司本年度合并范围较上年度相比减少了子公司西宁城北福利厂、青海西钢野马泉矿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和青海西钢它温查汉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增加了子公司青海西钢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开发有限公司、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青海西钢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从事特殊钢冶炼和压延、石灰石的开采和精选、煤炭开采及加工、房地产

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