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7 

 

公司代码：600782                                             公司简称：新钢股份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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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文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梅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青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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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6,119.29 4,516,664.52 1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9,353.00 2,171,139.12 4.5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754.70 440,979.46 -13.2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192,758.31 4,132,446.56 2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691.21 264,681.83 -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588.43 253,315.03 -38.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0 13.25 减少 4.75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83 -28.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83 -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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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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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57,993.24 -2,290,5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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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8,915.72 114,389,765.7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4,916,301.71 288,434,712.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5,555.05 12,204,758.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4,847.07 839,007.84  

所得税影响额 -25,055,819.57 -72,549,946.02  

合计 129,591,806.74 341,027,7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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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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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217,098,232 38.17 0 无  国有法人 

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

券－19新钢EB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555,000,000 17.41 0 质押 
555,000,0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6,842,975 3.98 0 未知  未知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0,770,547 1.91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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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07,297 1.85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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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7,050 0.95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

合 
22,831,050 0.72 0 未知  未知 

余惠忠 14,659,130 0.46 0 未知  未知 

刘宏庆 14,291,853 0.45 0 未知  未知 

曹伟耀 10,000,00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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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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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种类 数量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217,098,232 人民币普通股 

1,217,098,23

2 

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券－19新钢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55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6,842,975 人民币普通股 126,842,975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60,770,547 人民币普通股 60,77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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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07,297 人民币普通股 59,10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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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7,050 人民币普通股 30,137,05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22,831,050 人民币普通股 22,831,050 

余惠忠 14,659,130 人民币普通股 14,659,130 

刘宏庆 14,291,853 人民币普通股 14,291,853 

曹伟耀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系本公司回购专户。公司控股股东新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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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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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公司控股股东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完成了以所持本公司部分 A 股股票为标

的的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将其持有的预备用于交换的共计 555,000,000 股本公司股票及其

孳息作为担保及信托财产，并以“新钢集团 －华泰联合证券－19 新钢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发布的

《新钢股份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 A 股股票办理担保及

信托登记的公告》（临 2019-008）。截至本报告期末，“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券－19 新钢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所持股数为 555,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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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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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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日

/2020 年 1-9月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914,925,424.66 6,305,586,119.42 -37.91% 

主要系本期公司使用货币资金购买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银行大额存单减

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50,132,561.35 377,291,961.47 231.34% 
主要系本期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增

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8,051,286,438.50 5,878,210,418.95 36.97%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票

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666,783,961.05 994,458,853.21 168.16%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付材料款、下属

子公司预付对外商品采购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58,098,083.95 116,352,146.09 207.77% 
主要系本期应收保证金及下属子公

司未抵扣税金等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559,918,215.42 5,171,568,086.48 -50.50%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存单减少

所致 

债权投资 8,999,449,863.93 5,325,449,863.44 68.99% 
主要系本期公司银行大额存单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4,064,738,450.40 2,330,577,780.02 74.41% 主要系本期技改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0,834,730,931.74 7,590,864,309.66 42.73% 
主要系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339,475,463.33 1,152,863,949.83 -70.55% 
主要系本期支付增值税及所得税汇

算清缴等税金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36,923,646,551.06 23,145,694,198.87 59.53% 

主要系本期公司钢铁主业及非钢业

务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79,500,097.90 43,877,138.86 81.19% 
主要系本期享受税收优惠的业务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472,718,778.41 12,084,589,662.26 -71.26% 

主要系本期收回短期存款等银行资

金管理项目流入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7,759,321,001.14 17,266,786,829.99 60.77% 

主要系本期公司钢铁主业及非钢业

务规模扩大，原燃料采购成本上升，

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292,510,375.93 9,033,718,968.60 -52.48% 

主要系本期收回短期存款等银行资

金管理项目流出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9,529,121,349.99 1,740,000,000.00 447.65% 

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的银行大额存

单等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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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61,270,031.33 35,343,013.70 639.2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大额存单等

利息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79,520,010.13 265,422,466.66 156.01% 
主要系本期公司技改工程投入增加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924,299,215.43 3,200,000,000.00 303.88% 
主要系本期存入的银行大额存单等

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4,656,598,738.52 2,573,649,217.16 80.93% 主要系本期借款续借续贷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8,974,468,642.87 37,370,329,582.41 31.05% 
主要系本期公司钢铁主业及非钢业

务规模扩大，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796,463.69 -52,679,435.37 -131.88% 
主要系本期票据贴现利息支出等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285,257,389.05 44,810,767.36 536.58% 
主要系本期大额存单等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945,724.17 40,250.00 29578.82%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162,411.32 739,912.88 868.01% 
主要系本期公司向社会公益组织捐

赠资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9,966,348.52 10,367,953.22 189.03%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效益同比增

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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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钢股份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新华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进展情况。  

2020年 10月 19日，新钢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

江西新华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0年 10月 21日，

新钢股份披露了《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新华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至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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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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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文勇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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