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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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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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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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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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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钢股份 600782 新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浩鸣 王青 

电话 0790-6290782 0790-6294351 

办公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冶金路1号 江西省新余市冶金路1号 

电子信箱 Ir_600782@163.com Ir_600782@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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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62,111,042.39 45,166,645,150.74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067,910,628.91 21,711,391,190.00 1.6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50,324,193.01 1,170,939,493.02 194.66 

营业收入 31,878,119,053.34 26,376,364,506.81 2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093,718,267.61 1,839,136,766.02 -40.53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82,282,298.33 1,760,462,561.80 -4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97 9.395 减少4.3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3 0.577 -4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3 0.577 -40.5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82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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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8.17 1,217,098,232 0 无 0 

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券

－19新钢 EB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其他 17.41 555,000,000 0 质押 55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19 101,703,631 0 未知 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华

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兴晟 2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85 59,107,297 0 未知 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华

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兴晟 3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95 30,137,050 0 未知 0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国有法

人 

0.77 24,561,702 0 无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二号 

其他 0.72 22,831,100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0.72 22,831,050 0 未知 0 

余惠忠 境内自

然人 

0.69 22,043,601 0 未知 0 

刘宏庆 境外自

然人 

0.46 14,561,453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控股股东新钢集团 2019年发行了可交换债券，将持有

本公司 5.55亿股标的股票 划入“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

券－19新钢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公司未有资料显

示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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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没有发行优先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钢材市场发生剧烈变化，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生产经营”的工作要求，有序有力推进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强化生产组织、提升经营管控水

平，确保疫情受控、 生产经营运行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8.78 亿元，同比增长

20.8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93亿元， 同比下降 40.53%。 

1 生产经营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对生产带来的冲击，公司以稳定顺行为重点，根据外部形势变化，动态

调整生产、检修计划，阶段性地压减炼钢产量，先后实施 8#高炉大修、转炉三次系统检修，较好

地化解了疫情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当钢材市场回暖时，各工序迅 速释放产能，尤其进入二季度产

量连续保持高位，抓住了钢材价格回升的机会。推进科技创新不止步，加大高性能、高附加值产

品研发及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美誉度，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开发新品种 35个；稀土

钢、钢结构及新能源汽车高牌号电工钢等新产品研发稳步推进。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供销系统

稳定了物资供应和产品接单，化解了物流受阻、 资源不足、市场萎缩等带来的冲击，保证了公司

生产和工程建设物资需求，产销率、货款回笼率实现两个百分百。 

2 改革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狠抓管理改革、管理不松劲，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要求；实行“大

部制”改革试点，成立卷板厂，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压缩管理层级、减少管理界面；持续深化

“三项制度”改革，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钢铁主业减员 534 人；实行基于职工价值发挥的岗效工

资改革，进一步规范职工收入分配制度；以效益分成的方式，鼓励基层单位兼岗并责。围绕“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降本创效 10亿元目标，全力推进系统及专项攻关。在精益管理、资本运作、

争取优惠政策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完善公司智能门禁管理系统，有效提升公司智能管理水平；

卷板线质量管理系统、物联网+智慧物流管控平台、智能计量系统等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为后续

公司整体效益的发挥打下基础。 



3 工程项目方面。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对项目建设带来的严重影响，公司基建系统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全力

以赴防疫情、赶工期、保节点，强力推进“升改”工程建设。尤其是一些重点项目迎来了重要建

设节点，8#高 炉修复项目 3月 31 日出铁；综合料场智能环保易地改造项目 一次料场 4月 29日

进料，混匀料场 5月 24 日造堆、5月 31日出料；棒材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5月 20日过钢、5月

底投入试生产；4.3米焦炉环保节能升级易地改造，煤气综合利用高效发电二期，尘泥综合治理，

热连轧产线 1#、2#加热炉大修等 重点项目按计划实施。 

4 疫情防控方面。 

疫情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落实省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把职工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成立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强化领导主体责任，层层传递防控压

力，及时研究部署疫情防控，采取最全面的发动、最严格的管理、最有效的举措，系统推进疫情

防控工作。尤其是严格实行网格化管理，采取职工“两点一线”上下班模式，在有条件的岗位推

行弹性工作制，设立专门疫情防控隔离点，全面系统开展信息排查，组建一支近 600 人的志愿者

队伍和党员突击队。公司实现了在岗职工零输入、零感染、零传播，力保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20 年 4 月 18 日，新钢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一）变更日期：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在编制 2020 年度及各期间财务报告时，

根据首次执行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

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该准则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也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