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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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钢铁 600022 济南钢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立山 郭允义 

电话 0531-77920798 0531-77920618 

办公地址 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 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 

电子信箱 sdgt600022@126.com sdgt600022@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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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45,113,403.75 69,533,959,889.57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789,542,024.74 20,748,020,200.68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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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5,597,789.41 -198,962,098.31   

营业收入 40,149,850,584.75 32,354,849,955.31 2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45,417,305.16 577,498,786.21 -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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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17,625.00 552,254,486.73 -4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5 1.96 减少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21 0.0528 -3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21 0.0528 -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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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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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30.26 3,312,966,194 0 质押 2,860,738,098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8.24 1,996,785,424 0 质押 700,000,000 

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2.58 282,619,455 0 未知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2.37 259,567,756 0 无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26 247,700,062 0 无   

方威 境内

自然

人 

1.20 131,504,074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

易方达基金臻选 2号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33 35,793,289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0 32,351,815 0 未知   

彭凯 境内 0.23 25,043,800 0 未知   



自然

人 

洪文龙 境内

自然

人 

0.23 24,727,92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山

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未知上述 3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亦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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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鲁钢 01 150198 2018/3/19 2021/3/19 13.55 4.85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18 鲁钢 02 150802 2018/10/29 2021/10/29 17.4 5.3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 

G19 鲁钢 1 151450 2019/4/18 2024/4/18 20 5.5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绿色公司债券（第二

期） 

G19 鲁钢 2 151697 2019/8/15 2024/8/15 15 5.2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6.22   56.5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52   4.7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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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公司坚持“变中求稳、稳中求进、进中求优、进中防变”工作总基调，以规范

化、一体化运营为主线，以提升“五位一体”协同效应为抓手，切实把疫情防控期转化为抢占市

场客户的重要机遇期，大力推进高层营销与营销高层，强化生产组织，深化对标挖潜，持续深化

精益运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智能商务”建设，持续提升本质化运营水平。2020年上半

年，公司累计生产生铁 678 万吨、粗钢 797 万吨、钢材 743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135 万吨、171

万吨和 17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4.84%、27.37%和 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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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 2019 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审议通过，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将财务报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增设“应收款项融资”、“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专项储备”等项目。本次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仅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

列示产生影响，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

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2、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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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审议通过，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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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