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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义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连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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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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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百万元） 24,463 21,513 23,531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417 1,590 1,912 -7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百万元） 
392 1,583 1,583 -7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百万元） 2,009 -658 -579 44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 0.220 0.264 -7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 0.220 0.264 -7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3.13 3.60 下降 2.8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百万元） 90,457 90,024 90,024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百万元） 52,403 51,962 51,962 0.85 

说明：公司 2018 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鞍钢集团朝阳钢铁有限公司、鞍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追溯调整上年同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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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及报废损益 -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7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1 

其他非流动负债（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公允价值变动 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 

小计 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5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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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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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61 户，其中 H 股 483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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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33 3,858,547,330 -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7 1,075,783,479 -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8 650,000,000 - - -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360,000,00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8 78,085,820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 72,575,900 - - -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36 25,993,762 -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

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20,325,300 - -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其他 0.20 14,614,000 - - - 

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15 10,743,573 -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858,547,330 人民币普通股 3,858,547,33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75,783,479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75,783,47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00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8,085,820 人民币普通股 78,085,82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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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达比投资局 25,993,762 人民币普通股 25,993,76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3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25,3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14,6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4,000 

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0,743,573 人民币普通股 10,743,5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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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1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冲回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

期增加影响。 

2、本报告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增加影响。 

3、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33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合营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人民币34

百万元影响。 

4、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27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较上年同期增加11百万元，二是公司可转债公允价值较上年同期增加11百万元影响。  

5、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

钢材产品价格总体低位运行，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同时大宗原燃料煤炭和矿石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

处于阶段性高位，影响利润同比降低。 

6、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3百万元，主要原因是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增

加人民币12百万元影响。 

7、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37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润同比降低影响所得税费用

减少。 

8、货币资金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908百万元，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增加现金人民币2,009百万元，投资活动

减少现金人民币799百万元，筹资活动减少现金人民币302百万元影响。 

9、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10、在建工程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73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生技改等工程支出增加影响。 

11、衍生金融负债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期货持仓浮动亏损较上年末增加影响。 

12、应交税费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56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上缴上年延期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影响。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1,34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偿还一年期到期借款人民币

1,345百万元影响。 

14、专项储备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安全生产费影响。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2,588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本期比上年同期

现金收款比例增加，使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4,442百万元影响；二是由于原燃料

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使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2,073百万元影响；三是由

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21百万元影响。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8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90百万元影响。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129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283百万元，二是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031百万元影响。 

18、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078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

同期增加人民币2,588百万元影响，二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81百万元影

响，三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129百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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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由 

承诺

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 

承 

诺 

鞍 

山 

钢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1）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在避免同业竞争方面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2）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未从事对你公司钢铁主业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3）鞍山钢铁承诺给予你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鞍山钢铁或鞍山钢铁

的全资、控股公司拟出售的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有关的资产、业务的权利。 

（4）如鞍山钢铁参股企业所生产产品或所从事业务与你公司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鞍山钢铁承诺，在你公司提出要求时，鞍山钢铁将出让鞍山钢铁所

持该等企业的全部出资、股份或权益，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你公司优先

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 

（5）如果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存在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构成或

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在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时，鞍山钢铁及其

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优先转让给

你公司。 

（6）在本承诺有效期内，鞍山钢铁与你公司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前提下，

对于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应先通知你公司。 

如你公司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你公

司。如你公司明确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

有权进行投资。 

此后若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

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你公司。 

（7）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并不限制鞍山钢铁及其全资、控股公司从事或继续从事与你公司不

构成竞争的业务，特别是提供你公司经营所需相关材料或服务的业务。 

鞍山钢铁所有承诺均以符合国家规定为准，可依据国家规定对承诺的内容做

相应调整，国家规定不予禁止的事项鞍山钢铁有权从事。 

2007 年 05

月 20 日 

长 

期 

有 

效 

未 

违 

反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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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承诺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1）鞍山钢铁不再作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 

（2）你公司的股份终止在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你公司的股票因任何原

因暂停买卖除外。） 

（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鉴于目前鞍山钢铁不存在与你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已投产的钢铁主业生产

项目，因此，本承诺出具之日前，鞍山钢铁就其与你公司之间竞争关系的一

切承诺，如有与本承诺相抵触之处，以本承诺为准。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

股  票 
600961 

株冶 

集团 
81 

公允价

值计量 
35 11 - - - 11 46 

交易性 

金融资产 
自筹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 - - - - - - 

合计 81 - 35 11 - - - 11 46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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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 际 

损 益 

金 额 

鞍钢 

股份 
无 否 

期货

套保 
1 2015 年 04 月 29 日 - 139.14 546.37 248.32 - 147.69 0.28% 8.55 

合计 1 - - 139.14 546.37 248.32 - 147.69 0.28% 8.5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

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3 月 18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批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

议案》。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

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1) 市场风险，持仓品种为钢铁产业相关品种，与公司现货经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定期对市场

进行分析预测，但对市场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有期现货对冲后，风险可控。 

(2) 持仓品种流动性充裕，无流动性风险。 

(3) 期货交易所对持仓品种进行信用担保，信用风险较小。 

(4) 完全按照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持仓数量和时间符合公司批准。公司已对相关法律风险进

行评估，按国家期货交易法律法规开展业务，风险可控。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

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

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

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

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

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

数的设定 

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焦煤、焦炭； 2019 年 1 月 2 日主连合约结算价：铁矿 491.5 元/吨、焦煤

1159.5 元/吨、焦炭 1885 元/吨；2019 年 3 月 29 日主连合约结算价：铁矿 621 元/吨、焦煤 1230 元/

吨、焦炭 1975.5 元/吨。公允价值变动：铁矿+129.5 元/吨、焦煤+70.5 元/吨、焦炭+90.5 元/吨。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

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

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

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

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

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

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风险，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建立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明确了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

程及风险防控等内部控制程序，对公司控制期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3）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

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

易风险。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1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09 日 分析师会议 机构 调研活动信息 20190111 

2019 年 01 月 15 日 分析师会议 机构 2019 年 1 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19 年 01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1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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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62  2,154  

    衍生金融资产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868  9,644  

    其中：应收票据 5,161  7,184  

          应收账款 2,707  2,460  

    预付款项 1,485  1,408  

    其他应收款 46  5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4,134  13,125  

    合同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70  526  

流动资产合计 27,165  26,908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2,860  2,80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19  51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6  35  

    固定资产 49,405  50,064  

    在建工程 2,188  1,458  

    无形资产 6,280  6,3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0  7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4  1,1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292  63,116  

资产总计 90,457  9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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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续) 

201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965  13,180  

    衍生金融负债 15  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371  9,063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5,006  4,795  

    应付职工薪酬 210  183  

    应交税费 29  589  

    其他应付款 2,436  2,286  

    其中：应付利息 5  9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03  2,648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2,335  32,74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744  2,295  

    应付债券 1,558  1,57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97  97  

    递延收益 613  630  

    递延所得税负债 77  77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8  139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17  4,812  

负 债 合 计 37,552  37,559  

股东权益：   

    股本 7,235  7,235  

    资本公积 35,655  35,65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41) (241) 

    专项储备 73  49  

    盈余公积 3,628  3,628  

    未分配利润 6,053  5,63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2,403  51,962  

    少数股东权益 502  503  

股东权益合计 52,905  52,46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90,457  9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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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一、营业总收入 24,463  23,531  

    其中:营业收入 24,463  23,531  

二、营业总成本 23,973  21,186  

   其中：营业成本 22,458  19,459  

         税金及附加 237  331  

         销售费用 737  764  

         管理费用 286  225  

         研发费用 85  75  

         财务费用 300  352  

         资产减值损失 (130) (20)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17  1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9  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4  6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0  (1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66  2,421   

    加：营业外收入 11  10  

    减：营业外支出 17  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60  2,427  

    减：所得税费用 145  51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15  1,91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415  1,910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15  1,91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415  1,910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7  1,912  

      2.少数股东损益 (2) (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15  1,9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17  1,91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 (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0.058  0.26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5 

    （二）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0.053  0.264  

 

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513  18,071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  2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  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575  18,09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390  15,31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93  1,1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9  1,2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64  9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566  18,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9  (57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  2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4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  4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28  438  

      投资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2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9  4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9) (41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115  7,398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48  7,398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7,226  6,19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23  37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50  6,5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 82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8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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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54  2,6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62  2,5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24  1,125  

    衍生金融资产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177  9,488  

    其中：应收票据 4,186  6,249  

          应收账款 4,991  3,239  

    预付款项 1,212  1,136  

    其他应收款 42  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9,711  9,813  

    合同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6  178  

流动资产合计 21,992  21,787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1,332  11,27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19  51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6  35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2,652  43,283  

    在建工程 2,074  1,373  

    无形资产 5,833  5,86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2  58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52  1,094  

非流动资产合计 64,190  64,034  

资产总计 86,182  8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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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续) 

2019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205  13,210  

    衍生金融负债 15  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496  8,346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408  3,209  

    应付职工薪酬 190  169  

    应交税费 (36)  502  

    其他应付款 2,037  1,969  

    其中：应付利息 2  2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00  2,545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9,515  29,9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500  2,000  

    应付债券 1,558  1,57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94  94  

    递延收益 479                494  

    递延所得税负债 77  74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8  139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36  4,375  

负 债 合 计 34,351  34,328  

股东权益：   

    股本 7,235  7,235  

    资本公积 28,697  28,69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41) (241) 

    专项储备 37  19  

    盈余公积 3,618  3,618  

    未分配利润 12,485  12,1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1,831  5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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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51,831  51,49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86,182  85,821  

 

 

 

母公司利润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一、营业总收入 24,365  22,650  

    其中:营业收入 24,365  22,650  

二、营业总成本 24,001  20,367  

   其中：营业成本 22,704  18,840  

         税金及附加 200  298  

         销售费用 602  649  

         管理费用 249  194  

         研发费用 85  75  

         财务费用 294  331  

         资产减值损失 (133) (20)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16  1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9  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4  6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0  (17)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39  2,358  

    加：营业外收入 10  3  

    减：营业外支出 13  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36  2,357  

    减：所得税费用 116  58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0  1,776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320  1,776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0  1,776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320  1,776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0  1,776  

      2.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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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20  1,7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20  1,77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截至 2019年 3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编制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988  16,776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  2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052  16,8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828  14,32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51  1,023  

      支付的各项税费 996  1,04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70  1,0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45  17,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  (5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5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4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  4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83  424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2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84  4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 (40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295  6,97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364  6,97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7,145  5,77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15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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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360  6,0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91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9  (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25  1,78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4  1,697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