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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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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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实现净利润 111,139,007.10 元，

加上 2019年年初转入未分配利润-1,613,260,933.30元，本年可供分配利润为-1,502,121,9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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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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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热轧

板卷、冷轧薄板、中厚板、高速线材、螺纹钢等工业及建筑用钢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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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万吨钢、770

万吨材的生产能力。公司以新疆地区为核心销售区域同时辐射西北及中亚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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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板材疆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77%，建材疆内市场占有率为 34%。 

（三）  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钢铁行业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去产能成果，加快结构调整、转型

升级，推动全行业高质量发展，行业运行总体平稳。2019 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8.09

亿吨、9.96 亿吨和 12.05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5.3%、8.3%和 9.8%，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2019 年，钢铁行业在经历三年“化解过剩产能”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逐渐

衰减，钢铁行业高供给压力有所显现，钢材价格呈窄幅波动下行走势，铁矿石等原燃料价格上涨，

几方因素叠加影响，钢铁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回落。 

2019 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经贸摩擦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钢材出口贸易连续受到

拖累，我国钢铁市场主要还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2019 年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较好，主要得益于

基建、房地产等下游行业的稳定运行，但各行业发展情况并不相同，其中基建行业投资保持低速

平稳增长，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机械行业平稳运行，汽车行业持续低迷，

造船行业三大指标两降一升，家电行业保持增长趋势，集装箱行业陷入低迷。2019 国内粗钢表观

消费量约 9.4 亿吨，同比增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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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9,495,345,077.35 19,322,268,558.99 0.90 18,601,261,931.06 

营业收入 20,612,490,685.42 20,105,346,229.71 2.52 16,756,853,62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1,139,007.10 700,516,526.80 -84.13 1,167,959,57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9,454,544.38 695,711,665.34 -84.27 1,169,969,02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149,995,367.97 4,042,701,239.43 2.65 3,340,744,92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4,064,738.12 972,092,095.50 -50.20 2,583,556,69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3 0.457 -84.03 0.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3 0.457 -84.03 0.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 2.71 18.98 减少16.27个 42.18 



收益率（%）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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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3,292,095.96 5,619,116,817.82 5,948,322,409.34 5,121,759,3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4,147,125.47 317,793,516.85 116,595,883.66 -129,103,26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95,528,719.07 315,606,128.44 113,752,938.72 -124,375,80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6,442,215.80 -161,511,567.06 219,692,103.45 632,326,4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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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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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66,789,264 50.02 0 无   国有法

人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7,189,678 0.47 0 未知   国有法

人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4,283,160 0.28 0 未知   国有法

人 

江伟朋                                                                                                                             0 4,261,046 0.28 0 未知   未知 

董丽娜                                                                                                                             0 3,820,000 0.25 0 未知   未知 

刘希林                                                                                                                             0 2,444,300 0.16 0 未知   未知 

于海珍                                                                                                                             0 2,385,020 0.1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2,304,400 0.15 0 未知   未知 

姜达军                                                                                                                             0 1,991,222 0.13 0 未知   未知 



罗顺盛                                                                                                                             0 1,728,4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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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本公司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八钢公司”）10.37％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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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钢铁行业在经历三年“化解过剩产能”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逐渐

衰减，钢铁行业高供给压力有所显现，市场价格有所下行，叠加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侵蚀企业利

润，钢铁行业盈利水平显著下降。 

公司面临钢材价格下滑，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钢铁产能过剩、市场需求萎缩等不利局面，

加强生产与市场联动，积极响应市场，深入对标挖潜，持续推进成本削减工作，积极寻求效益增

长点，紧盯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和管控水平，2019年累计产铁 552万吨、产钢

580 万吨、产商品材 551 万吨，与上年同比分别增加 30 万吨、19 万吨、28 万吨。销售量 553 万

吨，与上年同比增长 7.8%，实现营业收入 206 亿元，同比增长 2.52%，营业成本 188亿元，同比

增长 7.14%，实现净利润 1.11亿元，同比下降 84.13%. 

报告期内，公司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折不扣落实到经营管理各项

目标任务中，深耕新疆区域市场、紧密契合新疆钢铁行业现状和市场消费发展变化的趋势，加快

产品结构调整，营销模式变革，生产经营平稳运行，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发展基础

进一步夯实，为公司构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打造中国西部最具有竞争力钢铁企业奠定了基础。 

公司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创先争优全面对标找差，一是对标先进，以降本增效为抓手，进一步降低生产工序成

本，保持铁水成本国内领先地位。二是推进全物流成本系统优化工作，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二）深入贯彻落实“三转”管理理念、加强生产管控力度。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精益

制造能力。围绕“板型优”战略，加快产品结构转型，产销量持续增长。坚持区域市场服务能力

提升，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三）持之以恒推进技术创新，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一是促进低碳冶金工艺技术重大科

技项目落地。二是完善技术创新奖励体系，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三是积极开展绿色制造技术

研发，积极推动蓝领创新。 

（四）坚持不懈加大智慧升级步伐，以“智慧制造+管理变革”为推进路线，实现劳动效率再

提升目标。 

（五）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切实推进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能源管理工作聚焦

管理节能、技术节能和系统节能、持续完善、改进和提升能源管控体系；环保工作聚焦控制环保

事故、达标排放和提高固废综合利用率，持续完善、改进和提升环保管控体系。构建绿色共享发

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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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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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8,915,770.58   
应收票据 407,626,555.20  

应收账款 51,289,215.3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806,155,856.50 
应付票据 5,462,013,798.37  

应付账款 2,344,142,058.13  

 

2.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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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

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

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

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

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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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 407,626,555.20 -407,626,555.20  

应收账款 51,289,215.38 185,055.54 51,474,270.92 

应收款项融资  404,645,964.21 404,645,964.21 

其他应收款 9,233,256.13 958,008.50 10,191,264.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74,896.98 275,629.04 6,750,526.02 

短期借款 5,531,000,000.00 7,325,058.34 5,538,325,058.34 

其他应付款 229,694,328.49 -7,963,669.45 221,730,659.04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0,000,000.00 638,611.11 440,638,611.11 

其他综合收益  -2,533,502.34 -2,533,502.34 

未分配利润 -1,614,232,537.73 971,604.43 -1,613,260,933.30 

 

(2)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

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746,339,400.44 摊余成本 746,339,400.4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407,626,555.20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404,645,964.2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51,289,215.38 摊余成本 51,474,270.9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9,233,256.13 摊余成本 10,191,264.63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5,531,000,000.00 摊余成本 5,538,325,058.34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5,462,013,798.37 摊余成本 5,462,013,798.37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2,344,142,058.13 摊余成本 2,344,142,058.13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229,694,328.49 摊余成本 221,730,659.04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440,000,000.00 摊余成本 440,638,611.11 

 

(3)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9 年 1 月 1

日） 

A. 金融资产 

a．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746,339,400.44   746,339,400.44 

应收票据：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407,626,555.20    

减：转出至公允价值计  -407,626,555.20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9 年 1 月 1

日）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新 CAS22)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应收账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51,289,215.38    

加：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185,055.54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51,474,270.92 

其他应收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9,233,256.13    

加：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958,008.50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10,191,264.6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资产 
1,214,488,427.15 -407,626,555.20 1,143,064.04 808,004,935.99 

b．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加：自摊余成本 (原

CAS22)转入 
 407,626,555.20   

减：公允价值变动   -2,980,590.99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404,645,964.2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总金融资产 

 407,626,555.20 -2,980,590.99 404,645,964.21 

B. 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5,531,000,000.00    

加：自其他应付款（应

付利息）转入 
 7,325,058.34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5,538,325,058.34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2019 年 1 月 1

日） 

应付票据： 5,462,013,798.37   5,462,013,798.37 

应付账款： 2,344,142,058.13   2,344,142,058.13 

其他应付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229,694,328.49    

减; 转入短期借款（应

付利息） 
 -7,325,058.34   

减; 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应付利

息） 

 -638,611.11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221,730,659.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

额 
440,000,000.00    

加：自其他应付款（应

付利息）转入 
 638,611.11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440,638,611.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

金融负债 
14,006,850,184.99   14,006,850,184.99 

 

(4)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

准备（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

准备（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4,104,404.41  -185,055.54 3,919,348.87 

其他应收款 2,977,792.12  -958,008.50 2,019,783.62 

 

3．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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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