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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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东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樊国

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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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7,437,468.47  19,495,345,077.35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61,896,148.50  4,149,995,367.97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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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01,989.47  -206,442,2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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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5,012,966.83  3,923,292,095.96  -1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0,875,070.17  -194,147,125.4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1,402,282.04  -195,528,719.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1 -4.9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4  -0.12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4  -0.12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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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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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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82,630.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581.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合计 20,527,2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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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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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766,789,264  50.02 0 无  国有法人 

孙丽   7,577,700 0.49 0 未知  未知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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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3,160 0.28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学喜                                                                                                                             2,681,800 0.17 0 未知  未知 

于海珍                                                                                                                             2,667,920 0.17 0 未知  未知 

罗顺盛                                                                                                                             2,378,400 0.1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04,400 0.15 0 未知  未知 

李秀慧                                                                                                                             2,188,500 0.14 0 未知  未知 

陈超                                                                                                                               1,958,900 0.1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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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766,789,264 人民币普通股 766,789,264 

孙丽 7,577,700 人民币普通股 7,577,700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89,678 人民币普通股 7,189,678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83,160 人民币普通股 4,283,160 

王学喜 2,6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1,800 

于海珍 2,667,920 人民币普通股 2,667,920 

罗顺盛 2,3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8,4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4,400 

李秀慧 2,18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8,500 

陈超 1,9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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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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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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1 货币资金  163,946,631.40 434,303,830.66 -62.25 

2 应收账款 209,485,609.41 89,319,438.71 134.54 

3 应收款项融资  209,526,760.68 357,692,836.75 -41.42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31,491.95 2,560,013.30 45.76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9,911,377.00 6,117,557.00 62.02 

6 应交税费  1,005,253.06 2,142,662.75 -53.08 

7 其他流动负债  52,617,954.41 79,872,229.46 -34.12 

8  专项储备  4,319,541.63 1,882,725.29 129.43 

9  其他综合收益  -706,371.00 -1,045,405.36 不适用 

序号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1 管理费用 24,063,996.59  38,924,151.78  -38.18  

2 研发费用 -    47,169.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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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 20,382,630.75  1,166,749.98  1646.96  

4 营业外收入 180,282.12  632,719.35  -71.51  

5 营业外支出 35,701.00  437,379.00  -91.84  

6 所得税费用 -1,231,308.24  5,407,384.76  -122.77  

7 净利润 -190,875,070.17  -194,147,125.47  不适用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6,201,989.47  -206,442,215.80  不适用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649,562.01  -7,053,377.52  不适用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505,647.78  -65,631,348.66  不适用  

 

货币资金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现减少。 

应收账款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赊销额度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变动主要是报告期销售量减少，收票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转销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工程预付增加。 

应交税费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实行个税减负后个人所得税比去年同期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主要是期初已背书票据到期。 

专项储备变动主要是报告期专项储备使用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主要是应收款项融资票据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半征收及后勤服务费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研发费支出减少。 

其他收益变动主要是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金。 

营业外收入变动主要是上年同期清理无法支付款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事故行政罚款。 

所得税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转销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使得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同比净利润减少现流 0.02亿，同比存货的增加、

经营性应收的增加、经营性应付的减少增加现流 0.8 亿，综合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工程款付现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应付利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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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整体情况盘点：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钢材产量为110.38万吨，同比增加7.38％；钢材

销量为89.09万吨，同比减少17.07％；实现营业收入31.75亿元，同比减少19.07％；营业成本30.74

亿元，同比减少18.74%；实现净利润-1.91亿元。 

销量减少主要原因：一季度本就是疆内的需求淡季，重点工程都未开工。受疫情影响，2月下

游直供用户几乎都未开工；3月下游用户开始逐步复工，但受内地施工人员陆续返疆到岗和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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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工程项目启动慢，需求下降严重；同时，经销商对后市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压货意

愿低，也使得资源基本集中在钢厂手上，销售量难以恢复。 

采取措施：旺季销售期间，依据市场需求做好产品动态结构、流向调整，提升产品边际盈利

能力。提高板、型、优产品销量占比；同时，在建材产品中加大边际贡献大的高线、盘螺、两头

螺纹的销售占比，减少边际贡献低的中螺纹产品的排产；紧盯加工制造业企业的需求和有冬季采

购意愿的用户；加大乌昌区域销售力度，鼓励用户自提，降低销售物流费用；加大资金回收力度，

降低产成品库存及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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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东新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