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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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魏成文 因公出差 沈东新 

独立董事 邱四平 因事 张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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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实现净利润 700,516,526.80 元，

加上 2018年年初转入未分配利润-2,314,749,064.53元，本年可供分配利润为-1,614,232,537.73

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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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钢铁 600581 *ST八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国康 刘江华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

区新钢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头屯河区新钢路 

电话 0991-3890166 0991-3890266 

电子信箱 fangk@bygt.com.cn Liujh@bygt.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长期专注于钢铁冶炼、轧制、加工及销售。作为新疆唯一的钢铁上市公司，产品以高速

线材、螺纹钢、热轧板卷、冷轧薄板、中厚板等建筑及工业用钢为主。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



于钢材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完整优质的炼铁、炼钢及轧钢生产系统，具备年产 660 万吨铁、800 万吨钢、870

万吨材的生产能力。公司以西北地区为核心销售区域，密切关注本地及周边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价

格变化，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对产能和产线配置进行经济性比较，制定合理的产能规模和产线

布置，灵活组织安排生产，产品在新疆及西北地区拥有较高的品牌认知度。2018 年，公司建材疆

内市场占有率为 33%、板材疆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76%。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钢铁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全

行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18 年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含重复

材）产量分别为 7.71 亿吨、9.28 亿吨和 11.06 亿吨，同比分别增加 3.0%、6.6%和 8.5%，粗钢产量

创历史新高。2018 年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 8.7 亿吨，同比增长 14.8%，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

国产自给率超过 98%。 

中国钢铁市场在 2018 年进入到再平衡新阶段，调控也进入到新阶段，与中美贸易摩擦相比，

钢铁生态链上的相关各方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速转型升级，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从严重供过

于求，到供需再平衡，2018 年的钢铁市场在去除掉大量的低效和无效产能后，供需矛盾已经得到

有效缓解，但局部的不平衡依然存在，钢价或将反复出现阶段性震荡。2018 年，作为典型周期性

行业，在世界经济稳健复苏、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钢铁行业维持高景气运行态势。 

我国钢铁市场主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虽然外部需求环境有所好转，但由于逆全球化思潮

下国际贸易摩擦频繁，钢材出口形势能否触底好转尚待观察，对促进我国钢铁需求增长作用有限；

同时，随着国内经济调结构、转方式，下游行业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带来钢铁市场需求

的变化，以往对需求规模增长的关注将逐步转向对需求结构变迁的重视，也将导致钢铁企业发展

战略及竞争策略面临重大调整。 

（相关数据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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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2,268,558.99 18,601,261,931.06 3.88 11,011,510,902.10 



营业收入 20,105,346,229.71 16,756,853,624.55 19.98 9,889,835,074.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0,516,526.80 1,167,959,575.37 -40.02 37,103,243.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5,711,665.34 1,169,969,023.78 -40.54 -315,987,508.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42,701,239.43 3,340,744,922.37 21.01 2,197,487,784.3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2,092,095.50 2,583,556,696.49 -62.37 603,644,382.0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7 0.762 -40.03 0.02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57 0.762 -40.03 0.02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8.98 42.18 减少23.20个

百分点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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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651,875.95 4,804,915,903.17 7,163,105,651.24 4,728,672,799.3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4,192,961.54 71,400,814.89 361,894,019.14 123,028,731.2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42,141,519.72 68,706,326.57 359,691,856.39 125,171,962.6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9,768,542.44 1,131,530,791.93 1,043,633,403.67 -863,303,5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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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97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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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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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

铁有限公司 

383,394,632 766,789,264 50.02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比较优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 9,975,199 0.65 0 未知   未知 

梁耀辉                                                                                                                             4,856,262 9,712,524 0.63 0 未知   未知 

郑嘉源   7,536,500 0.49 0 未知   未知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594,839 7,189,678 0.47 0 未知   国有

法人 

夏重阳   5,920,000 0.39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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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744,800 0.37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534,600 0.30 0 未知   未知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2,061,073 4,122,146 0.27 0 未知   未知 

江阴金汇投资有限公

司 

1,955,100 3,910,200 0.26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八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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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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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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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2018年国内钢材价格整体呈现出宽幅震荡、探底回升、长材强、板材弱的市场特点。年初终

端需求不及预期、高库存、中美贸易摩擦打压钢价，而随着库存持续下降、钢厂挺价、环保加压

又支撑钢价止跌回升。区内市场上半年受清查 PPP 项目影响，钢材需求受较大抑制，好在随着国

家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7 月以后疆内项目开工明显好于上半年，再加上内地与新疆钢材价差较

大，刺激了新疆钢厂出疆热情，也缓解了疆内供需矛盾，提振了疆内钢市信心。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亿元，同比增长 19.98%，营业成本 175亿元，同比增长 21.76%，

销售量 513万吨，同比增长 4.48%，累计产钢 561万吨，同比增长 8.72%，累计产材 523万吨，同

比增长 6.09%，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2.16 亿元、同比减少 46.3 %。变动主要因素是上半年受环

保因素影响，多处矿山停产，原料市场铁料、焦煤价格居高不下，给原料保障工作带来压力。销

售端因新疆严控政府债务，清理退库 PPP 项目，建材需求下降，疆内建材库存高涨，市场价格较

内地偏低。新疆新上基建项目大幅减少。公司按照产品结构调整战略要求，创新营销模式，特别

是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真抓实干。坚持板、型、优产品结构调整战略，全年实现净利润 7.01亿元，

同比减少 40.02%。 

报告期内，公司统一思想认识，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调，努力克服疆内基

建项目大幅减少，建材需求明显下降及原料结构劣化等不利因素，加大改革创新和转型发展力度，

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保持了持续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公司打造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最具有

竞争力钢铁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体经营工作亮点突出，经营管理成效显著。 

（一）科学化管理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生产管控能力不断加强。炼铁厂与制造部加强协

同，立足疆内资源，牢牢盯住配煤配矿优化工作，培植差异化核心竞争力。炼钢厂深入研究少渣

冶炼技术进一步降低铁耗，通过现场抢位调整，终渣碱度控制等措施，提高操作稳定性，提升炼

钢品种冶炼能力。轧钢厂结合市场敏捷反应，与制造部及生产单元横向协同，做好品种钢生产及

新产品开发工作，致力于提高轧钢产品质量，实现优钢质量提升。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结合市场加快产品转型，深化产品结构调整。2018 年公司积极应对

疆内建材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自觉履行稳定市场责任，发挥了公司在疆内行业的引领作用。通

过坚持“两个转型”坚持板、型、优产品结构调整战略，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重点围绕冷轧

产品和型材，继续提升高效益产品比例，更好地满足用户对板、型、优产品的需求和使用升级变

化，克服了疆内新上基建项目大幅减少，上游原料成本上涨等困难，产品结构调整成效显著。2018

年板、型、优产品占总销量的比例从 2017年的 59%提高到 68%，上升了 9%；建材总销量的比例从

2017年的 39%下降到 30%，下降了 9%。 

（三）推行“三转”管理理念，加强协同，提升市场竞争力。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市场和现场联动、职能部门和业务单元互动，变推动机制为牵引机制，从管理上解决好

机制、制度错配问题，为公司从规模效益型发展向质量集约型发展转型提供了机制保障。各生产

单元深入贯彻落实公司“三转”管理理念，强化生产计划管理与各生产单元横向协同，加快生产

计划动态调整，最大限度满足了销售需求。强化物流管控，搭建公司首尾协同、联动高效的全过



程物流管控平台，建立列车原燃料卸车运行标准时刻表，从原燃料运输进厂卸车、厂内物料运输

等全过程协调管控，有力保障了生产稳定顺行。 

（四）坚持技术创新，扎实推进智慧制造项目落地见效。2018 年，公司坚持技术创新，智慧

制造工作聚焦“3+2”，以实现本质化安全、降低劳动强度及岗位优化为目标，以“少人化、无人

化、集控化”为切入点，以皮带治理、操作室整合、工序智慧化为重点，成立公司主要领导挂帅

的智慧制造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智慧制造项目评价机制和自主实施激励机制，深入开展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实践，周推进、月总结，定期评审，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全员、全系统、全覆盖

推进，实现了智慧制造能力和本质化效率整体提升目标。 

（五）公司积极践行 “改革创新、低碳绿色、智慧制造、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理念，牢

固树立环境经营的生命线意识，强化对能源环保工作重要性认识，努力打好蓝天保卫战。能源管

理聚焦管理节能、技术节能和系统节能工作。持续完善、改进和提升能源管控体系。环保管理加

大环保硬件设施投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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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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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了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和调整，对公司当期和前期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公司按照上述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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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报表项目列报金额(元) 新报表项目列报金额(元) 

应收票据 379,924,030.5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18,180,209.13 

应收账款 38,256,178.61 

应付票据 4,957,305,634.1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441,861,117.57 

应付账款 2,484,555,483.47 

应付利息 7,810,419.46 其他应付款 224,639,223.20 



原报表项目列报金额(元) 新报表项目列报金额(元) 

其他应付款 216,828,803.74 

管理费用 163,632,822.72 
管理费用 112,278,291.36 

研发费用 51,354,5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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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沈东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