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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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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有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海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忠

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5,914,966,514.88 26,445,650,684.75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508,759,420.32 11,343,335,293.87 1.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3,773,186.98 1,401,757,218.0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687,038,410.67 10,260,744,557.02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4,426,083.98 383,701,180.48 -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7,576,378.33 377,209,524.90 -58.2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4 3.58 减少 2.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42 0.1497 -57.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42 0.1497 -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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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903,824.09 稳岗补贴、节能环保项目政府补

助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54,653.1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208,771.59  

合计 6,849,7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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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1,95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1,910,963,595 74.57 0 无  

国有法

人 

王文辉 203,469,540 7.94 0 质押 170,246,724 
境内自

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4,954,958 0.97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企一

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728,332 0.85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中证

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4,858,900 0.58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468,825 0.49 0 无  

境外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中证红

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954,925 0.47 0 无  未知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0,362,594 0.40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中证

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9,518,200 0.37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成中证红

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79,004 0.26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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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910,963,595 人民币普通股 1,910,963,595 

王文辉 203,469,540 人民币普通股 203,469,5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954,958 人民币普通股 24,954,95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

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1,728,332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33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4,8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58,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68,8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68,8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54,925 人民币普通股 11,954,925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362,594 人民币普通股 10,362,59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9,518,200 人民币普通股 9,518,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中

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79,004 人民币普通股 6,779,0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王文辉与上市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应收账款：年初净额在执行新收入准则调减应收账款调增合同资产报表列报1.37亿元后，为

0.62亿元，本期末净额0.88亿元，增加0.26亿元，增幅41.94%，主要是应收款增加。 

2. 其他应收款：本期末净额4521万元，比年初3415万元增加1106万元，增幅32.39%，主要是代垫

的运杂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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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期借款：本期末余额31.79亿元，比年初23.55亿元增加8.24亿元，增幅34.99%，主要是借入

短期借款增加。 

4. 预收账款：年初净额在执行新收入准则调减预收账款调增合同负债报表列报8.39亿元后，为

1004万元，本期末净额649万元，减少335万元，减幅35.36%，主要是预收款减少。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末余额8.67亿元，比年初6.24亿元增加2.43亿元，增幅38.95%，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6. 长期借款：本期末余额8.88亿元，比年初12.78亿元减少3.9亿元，减幅30.52%，主要是减少长

期借款。 

7. 预计负债：本期末余额0.87亿元，为按新收入准则规定核算的销售可能出现优惠。 

8. 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为1782万元，同比减少39.35%,主要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同

比减少1470万元。 

9. 销售费用：本报告期为3470万元，同比增加102.81%,主要是销售钢材运费增加。 

10. 管理费用：本报告期为1.37亿元，同比增加53.94%,主要是人工成本增加。 

11. 研发费用：本报告期为2.44亿元，同比增加108.55%,主要是公司加大新技术、新产品创新力

度。 

12.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为3965万元，上年同期为314万元，本报告期汇兑净损失922万元，上年

同期汇兑净收益2124万元。 

13. 净利润：本报告期为1.64亿元，同比减少57.30%，主要是本报告期钢材价格同比下降，原材

料价格上涨。 

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为-3.83亿元，去年同期14.02亿元，主要是本报告

期公司支付货款、承付应付票据增加。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为-4.57亿元，去年同期-963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

增加投资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为6.53亿元，去年同期-15.63万元，主要是本报告

期公司增加借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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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 11月 29日—30日，公司召开第 6届董事会第 18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减量搬

迁沿海项目产能置换的方案：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按照 2017年钢铁去产能实施方案中“鼓励引导广

西柳钢等具备相关条件的企业，抓紧落实上述要求，适时向沿海地区实施减量搬迁”的要求，推

进广西冶金产业二次创业，优化广西钢铁产业布局，结合自身未来发展需求，公司拟向沿海临港

地区实施减量搬迁，打造广西沿海钢铁精品基地。（详见公司第 6届董事会第 18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39）。关于产能置换的后续实施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2）公司受疫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上游原燃料的采购，受严格的防控措施及延

期复工影响，大宗原燃料的采购出现一定的困难，铁矿石与焦煤由于前期大力开展提高库存工作

基本能满足正常生产所需，而熔剂、合金及废钢等辅料的采购则受到较大影响，公司不得不调整

炉料结构来平衡生产；二是下游钢材销售困难，疫情期间国内绝大部分工程项目停工停产，造成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8 

 

厂区产品库存积压，销售压力增大。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上述受影响状

况已得到改善。目前疫情在全球爆发未对公司大宗原燃料采购产生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后续公司将密切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做好预警和预案。 

（3）柳钢股份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青秀支行、广西利澳贸易有限公司票据纠纷案，

2017年 6月 16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柳钢股份所有诉请。2017 年 7月，柳钢股

份不服一审判决，已向南宁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南宁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南宁青秀区法院

一审判决，判决华夏银行南宁青秀支行在 10日内承担支付票款责任和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8年 11月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 2月 3日执行回款共计 1856.56万元（含本金、利息、诉讼

费）。华夏银行不服向广西高院申请再审，广西高院作出裁定提审本案。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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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有升 

日期 2020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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