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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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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建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志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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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591,829,276.83 69,548,212,725.59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216,875,280.83 31,944,472,941.47 0.85%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376,896,749.63 -17.38% 48,250,474,599.99 -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358,874.50 -29.45% 1,070,385,667.86 -4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8,523,930.83 -24.92% 1,028,141,424.83 -4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2,602,851.37 不适用 4,520,498,351.79 36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 -30.00% 0.188 -41.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 -30.00% 0.188 -41.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0.69% 3.32% -2.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0,018,475.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883,803.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24,981.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7,779,567.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6,498.01  

合计 42,244,243.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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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1,2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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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98% 3,587,724,334  质押或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7% 163,271,739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3% 81,236,900  未知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45,136,538  未知  

方威 境内自然人 0.27% 15,51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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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0% 11,663,948  未知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启明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6% 9,135,500  未知  

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14% 8,000,000  未知  

张文友 境内自然人 0.14% 7,897,248  未知  

杨俊诚 境内自然人 0.14% 7,739,464  未知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87,724,334 人民币普通股 3,587,724,33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3,271,739 人民币普通股 163,271,7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1,2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81,236,900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45,136,538 人民币普通股 45,136,538 

方威 15,515,050 人民币普通股 15,51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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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3,948 人民币普通股 11,663,948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启明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1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9,135,500 

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张文友 7,897,248 人民币普通股 7,897,248 

杨俊诚 7,739,464 人民币普通股 7,73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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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受

同一主体控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

道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除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87,724,334 股外，另因转融通业务出借 18,730,000 股（该部分股权所有权

未发生转移），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06,454,3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1%；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启明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 9,135,500 股全部为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张文友持有的 7,897,248 股全部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杨俊诚持有的 7,739,464 股全部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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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化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比年初 变动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43.59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商品期货完成交割。 

其他应收款 15,706.71 10,582.74 48.4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代垫运费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492.73 22,486.82 -80.0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留抵增值税减少。 

在建工程 197,125.98 112,375.51 75.4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环保和技改工程项目投资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996.66 51,251.01 50.23%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880.81  1,849.96 -52.39%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割。 

预收款项  233,525.57 -100.00%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263,986.43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2,375.52 4,998.99 -52.48%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一年内到期的辞退福利减少。 

长期应付款    13,034.25     6,265.09  108.05%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应付工程设备融资租赁款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53,767.99   30,730.15  74.97%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购子公司不锈钢管公司25%少

数股权，少数股东承担净亏损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化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比上年同期 变动说明 

其他收益 7,234.06 2,288.31 216.13%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43.67 1,230.78 -55.83%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公允价值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967.38 -2,125.11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营业外收入 1,491.63 2,477.50 -39.79%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利得减少。 

营业外支出 5,119.30 1,157.12 342.4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72.49 11,530.46 -88.10%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实现利润减少，所得税费用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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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化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比上年同期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2,049.84 97,537.10 363.4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采购付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2,463.25 -70,533.54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环保和技改工程项目投资支出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2,800.71 -193,012.63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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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1日，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集团”）100%股

权的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资运营公司”），与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控股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签署《山

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议，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将向中国宝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太钢集团51%

股权。公司已收到中国宝武转来的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

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0]519号），国务院国资委同意本次划转。 

2020年9月2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太钢集团的通知，太钢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 1,355.7882万股。太钢集团计划于本次增持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金额（含本次增持）不低于1亿元、不高于2亿元。本次增持计划包括

之前太钢集团承诺“将以不低于 3,600 万元增持公司股票”在内。2020年9月2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太

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通知，截至2020年9月25日，太钢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5,097,0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6%，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13,096.22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太钢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3,606,454,3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向中

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股

权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太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的说明公告 2020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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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2020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太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承诺履行完毕的公告 2020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2020年 0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太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公告 
2020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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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票 01090 大明国际 321,670,65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51,487,595.25  -148,989,990.38   17,171,724.75 168,659,320.00 其他资产 自有资金 

合计 321,670,650.00 -- 151,487,595.25 0.00 -148,989,990.38 0.00 0.00 17,171,724.75 168,659,320.00 -- --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

操作方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投资 

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太钢不锈 本公司 否 镍期货 3,105.47 
2019年 12 月

10 日 

2020年 12 月

31 日 
782.12 2,366.94 3,085.57    -19.90 

太钢不锈 本公司 否 远期外汇合约  
2019年 11 月

20 日 

2021年 02 月

19 日 
      -1,489.02 

合计 3,105.47 -- -- 782.12 2,366.94 3,085.57 0 0 0.00% -1,508.9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20年 04 月 25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2020年 0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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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为规避主要原料与库存商品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公司对部分原料与库存商品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为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公司利用银行金融工具开展外汇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为防控风险，公司制定了《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管理制度》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对衍生品交易业务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控制。具体说明如下： 

 1、市场风险 

（1）主要风险：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和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导致商品期货业务与外汇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存在较大

的市场风险。 

（2）控制措施：公司衍生品交易业务坚持谨慎稳健操作原则，均不得进行投机交易。对商品期货仅开展与现货相匹配的套

期保值业务；对外汇业务通过研判汇率走势，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汇率，开展外汇的套期保值业务，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 

（1）主要风险：商品期货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产生流动性风险。 

（2）控制措施：公司将密切关注期货市场交易情况，选择流动性强的合约，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3、信用风险 

（1）主要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交易对手和代理机构。 

（2）控制措施：公司期货业务将在信用评估的基础上慎重选择信用好的代理机构，并对每家代理机构设定交易限额及定期

跟踪。公司外汇金融衍生品交易仅与银行开展，信用风险可控。 

4、操作风险 

（1）主要风险：内部流程不完善、员工操作、系统等原因造成的操作上的风险。 

（2）控制措施：公司已制定相应管理制度明确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及外汇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通过业务流程、决策流程和交易流程的风险控制，操作风险受控。 

 5、法律风险 

（1）主要风险：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需要遵循法律法规，明确约定与交易对手、代理机构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控制措施：公司指定责任部门除了加强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的学习外，须严格合同审查，明确权利义务，加强合规检

查，保证公司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

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

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

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

明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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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

专项意见 

1、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公司建立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体系，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明确了套期保值业

务开展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控制等相关制度及业务运行方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开

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风险，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确定的初始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

品种合理，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外汇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公司以规避汇率及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所开展的远期结售汇、期权、货币及利率互换等产品

或上述产品的组合，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定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办法》，

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衍生品投资行为符合公司谨慎、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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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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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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