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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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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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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2,783,613,535.50 31,536,572,060.95 31,536,572,060.95 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1,940,333.86 1,424,487,546.78 1,424,487,546.78 -2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96,990,880.21 1,415,001,908.71 1,415,001,908.71 -2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6,925,791.51 5,897,688,474.41 5,897,688,474.41 -80.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94 0.2693 0.2693 -29.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94 0.2693 0.2693 -2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5.50% 5.50% 
同比降低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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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9,800,760,133.63 135,106,278,049.83 135,166,456,552.79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664,310,387.90 25,347,851,871.23 25,399,003,598.75 4.9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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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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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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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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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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57,8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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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  0.38% 20,3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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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19,165,051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35% 18,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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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98,395,500 股，转入其在东北证券、申

万宏源开立的融资融券信用帐户中。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发

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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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粗钢产量持续增长，钢材价

格由升转降，原材料价格上涨，钢企成本压力增加。公司紧盯市场环境，坚持保生存求发展总基调，激发

职工活力，努力降本增效，坚持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精品制造、精益制造、精准服务，积极抵御两头市

场不利影响，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努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创新工作机制，降本增效取得新成效。迁顺基地坚持“一切成本皆可降”原则，把降成本作为首

要工作来抓。一是强化机制保障。调增计划目标，建立周例会制度，成立督导组，发挥督导组作用，实施

挂账销项模式。实施专项奖励，设置阶梯奖励标准，充分调动基层单位降本积极性。二是推进实施科技降

本。以科技创新作为降本增效核心驱动力，重点在技术突破上下功夫。三是推进精益管理降本。充分发挥

JIET管理体系作用，以智新公司为试点推进“三级巴”建设，让每个班组、团队成为经营主体，提升经营

意识。四是推进市场化运作降本。构建内部市场化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铁前资源一体化运作，

积极开展贸易矿采购、进口矿波段采购，降低采购成本跑赢市场；开展炼钢市场化运作，根据废钢价格变

化调整采购量，通过优化废钢结构，实施低价替代高价，降低采购费用跑赢市场。 

京唐基地围绕全年效益目标，研究制定全年降本增效工作方案，聚焦关键环节成立攻关组，制定细化

措施，持续推进落实。一是转变传统“降成本就是降消耗”理念，把市场和现场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模拟

利润评价机制，进一步增强经营主体意识。二是深化专项成本管控，横向聚焦能源、环保、质量、物流四

大专项成本，制定专项方案，并将其纳入日常管控及绩效评价管理范畴。三是多渠道开展降成本工作，以

QTI管理为抓手，挖掘员工降本自主性和积极性。 

2、全面加强管控，制造+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迁顺基地：一是强化质量管理，推行质量看板和例会制

度，每周分析点评。建立工艺质量巡检机制，每周开展质量巡检，针对问题限期整改。对相关制度及质量

知识进行宣贯，提升全员质量意识。二是强化质量督办制度。以客服例会反馈质量问题为导向，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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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指标不完成项目不关闭、用户不满意项目不关闭”。三是加快产品推进。汽车板以外板提升、日系

拓展为主线，在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滑超过14个百分点情况下，汽车外板销量同比保持持平。取向电工钢

以“薄规格、低铁损、高磁感”为目标，超宽和超薄规格产品实现批量生产，签订特高压1000kV交流变压

器十余台、500kV变压器数十台。超薄规格产品，先后成功应用于北京冬奥冰壶馆、园博园和首都机场电

力改造等重大项目；无取向电工钢以储备新产品、提升磁性能、提升强度、产品全工序降本为目标，完成

新产品开发5个，并积极推进在新能源产品的应用。 

京唐公司：围绕涉及全流程制造和服务能力关键指标，找准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攻关。一是聚焦全流

程产品质量稳定性关键指标，开展重点缺陷攻关，设备功能改造、工艺参数优化等多措并举，外板轧钢流

程命中率稳步提升。二是围绕重点产品和重点客户，以问题为导向，产销研结合，开展专项攻关，并按月

持续跟踪；完成汽车外板、酸洗板质量优化攻关。三是走访客户，密切合作关系，持续提升为客户服务能

力和水平。今年上半年，京唐公司高端领先产品产量同比增加14.22万吨；汽车板认证达到21家427个零件；

镀锡板通过9项产品认证；超高强钢实现1200MPa级别以下全覆盖。 

3、智能制造示范引领，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产销一体化信息系统在迁顺基地、京唐基地成功上线运

行。迁顺基地积极推进2019年19项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协同制造系统和客户精准服务系统2个项目获唐山

市信息化专项奖励基金。京唐基地上半年完成全自动拆捆带机器人项目整体设计；MCCR智能仓储项目板坯

库、钢卷库完成设备安装；2230冷轧智能仓储项目，先行启动原料库智能仓储，并按计划推进；码头5号

库智能天车系统上线运行，被评为唐山市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并获唐山市信息化专项奖励

基金。 

    4、推进绿色行动计划，环保工作持续提升。迁顺基地：一是全力做好空气污染预警控制措施落实，

积极响应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高标准、严要求迎接各级环保督查。二是持续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重点围

绕污染物超低排放等方面摸索规律，污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引领钢铁行业环保发展方向。三是通

过提升标准、底线约束、先进带动、制定指标，完成环保企业“领跑者”材料申报，迁钢公司入选河北省

行业环保“领跑者”企业，目前进入公示阶段。 

京唐基地：持续提升环保工作。一是深入开展环境治理，按期完成烧结脱硫脱硝工程，顺利通过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验收，环境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二是组织召开论证会，积极推进沟通协调，顺利通过唐山

市秋冬季停限产的限免申请，有效避免了频繁停限产对大型高炉稳定运行的影响，为实现增产增效创造了

有利条件。三是高效推进二期环保准备工作，在项目备案后仅两周即取得排污许可证，为二期一步项目建

设生产创造了条件。 

    5、夯实安全基础，扎实高效推进安全生产。迁顺基地：一是持续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风险辨

识与隐患治理，完善风险辨识数据修订，排查隐患并进行整改。二是强化应急管理，开展应急演练；强化

并组织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全员安全管理意识。三是全方位夯实安全管控基础，开展本质安全效果评估，

组织本质安全专家对炼铁、炼钢、公辅等进行机械防护效果评估，提出改进建议。四是开展安全月系列活

动，开展警示教育、主题宣传、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营造和谐共赢、同心创效安全氛围。 

    京唐基地：一是坚持“严、细、实、狠”作风，不断巩固、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持续推进本质化安全

管理和安全人员派驻集中管理，强化责任落实。二是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成立风

险分级管控模块，编制双控建设指导手册，排查整改隐患，强化基层基础建设。三是重点研究加强相关方

薄弱环节，制定八个类别相关方分级管控标准，规范相关方管理。建立安全评价体系，找不足、补短板，

基层安全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四是集中力量抓好重点时期安全管控，突出危险化学品、冶金安全、异常作

业管控等专项治理，开展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形成岗位责任清单，强化责任落实，促进安全管理向科

学管理、自主管理转变。 

    6、持续加强对外投资管控，助力主业发展。对外投资注重钢铁主业产业链的延伸，着力存量项目管

控，以重经营、促发展、防风险为管理目标，对控股、参股公司分类施策，更好发挥投资效能。对外投资

管理过程中，严格履行股东义务，保障股东权益，积极助力钢铁主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1)迁钢公司：铁395万吨，同比增长18.01%；钢414万吨，

同比增长15.44%；钢材395万吨，同比增长15.78%。(2)京唐公司：铁372万吨，同比增长0.80%；钢419万

吨，同比增长6.96%；钢材401万吨，同比增长7.90%。(3)智新公司：电工钢83万吨，同比增长0.90%。其

中取向电工钢10万吨，同比增长6.79%；无取向电工钢73万吨，同比降低0.05%。(4)冷轧公司：冷轧板材

80万吨，同比降低9.97%。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营业收入327.84亿元，同比增长3.95%；

利润总额149872万元，同比降低27.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194万元，同比降低29.66%；每

股收益0.19元，同比减少0.08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85%，同比降低1.65个百分点；期末总资产

1398.0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66.6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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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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3月 31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22号、企业会计准则 23号、企业会计准则 24

号和 2017 年 5月 2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 2019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结合本公

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所持有的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

由原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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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将公司持有的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

有限公司、五矿特钢(东莞)有限责任公司、迁安首嘉建材有限公司、迁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五矿

天威钢铁有限公司的投资，由原来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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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因公允价值的变动，调整该类金融资产在

2019 年期初的公允价值，同时调整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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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新设一家控股子公司北京首钢新能源汽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9.5亿元，本公司持

股 47.37%，处于控股地位。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公司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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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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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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