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7 

 

公司代码：600581                           公司简称：八一钢铁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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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肖国栋 董事 因工作原因 沈东新 

 

1.3  公司负责人沈东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春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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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8,661,623.87  22,444,779,052.59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694,910,859.48  4,505,420,924.7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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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303,769.12  -126,201,9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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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5,893,301.78  3,175,012,966.83  9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3,618,617.43  -190,875,0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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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74,977.99  -211,402,282.0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1 -4.7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  -0.12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  -0.12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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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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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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42.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7,180.35   

所得税影响额 -113,583.43  

合计 643,6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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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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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

组合                                                                                                             
17,100,000 1.1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鹰主题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338,60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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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型政                                                                                                                             6,000,000 0.39 0 未知  未知 

余坤                                                                                                                               4,903,722 0.32 0 未知  未知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450,160 0.29 0 未知  国有法人 

邱仰杰                                                                                                                             4,348,600 0.28 0 未知  未知 

林秀珍                                                                                                                             4,258,900 0.28 0 未知  未知 

大有兴业（河南）创业

服务有限公司                                                                                                   
3,319,00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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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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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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7,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主

题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7,33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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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型政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余坤 4,903,722 人民币普通股 4,903,722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50,160 人民币普通股 4,450,160 

邱仰杰 4,348,6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8,600 

林秀珍                                                                                                                             4,2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8,900 

大有兴业（河南）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3,3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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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1 货币资金  1,448,864,931.05 2,407,635,865.98 -39.82  

2 应收账款  590,143,295.90 61,637,838.48 857.44  

3 应收款项融资  1,719,130,305.98 1,033,031,955.77 66.42  

4 其他应收款  10,538,789.26 36,806,797.30 -71.37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50,264.27 6,052,620.49 -52.91  

6 使用权资产  2,116,041,318.89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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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02,806.93 2,903,564.95 227.28  

8  应交税费  159,024,389.02 42,113,992.37 277.60  

9 租赁负债  2,124,717,761.23 -    100.00  

10 其他综合收益  -8,548,761.51 -4,984,793.57 不适用  

11 专项储备  912,915.21 1,477,629.92 -38.22  

序号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1 营业收入  6,225,893,301.78 3,175,012,966.83 96.09  

2 营业成本 5,410,044,106.72 3,074,080,157.43 75.99  

3 税金及附加 38,955,568.37  8,929,535.51 336.26  

4 销售费用 302,817,800.60 201,677,955.18 50.15  

5 管理费用 42,054,728.50 24,063,996.59 74.76  

6 研发费用 100,498,550.77 
 

 100.00% 

7 财务费用 99,983,478.95 78,894,912.40 26.73  

8 其他收益 520,042.52 20,382,630.75 -97.45  

9 营业外收入 378,378.61 180,282.12 109.88  

10 营业外支出 143,478.21 35,701.00 301.89  

11 利润总额 232,294,010.79 -192,106,378.41 不适用  

12 所得税费用 38,675,393.36 -1,231,308.24 不适用  

13 净利润 193,618,617.43 -190,875,070.17 不适用  

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303,769.12 -126,201,989.47 不适用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399,195.77 -76,649,562.01  不适用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69,000.04 -67,505,647.78 不适用  

 

货币资金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经营付现增加。 

应收账款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赊销额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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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变动主要是报告期销售量价增加，收票增加。 

其他应收款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回职工薪酬奖励代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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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权资产变动主要是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是报告期设备预付款增加。 

应交税费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变动主要是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应收款项融资票据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专项储备变动主要是报告期专项储备使用增加。 

营业收入变动主要是报告期销售量价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主要是报告期生产销售规模增加及原料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增值税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销售运量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主要是上年同期疫情期间社保减免政策减半征收，报告期检修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支出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确认财务费用所致。 

其他收益变动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金。 

营业外收入变动主要是收到赔偿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支付员工伤残就业补助金所致。 

利润总额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盈利计提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同比盈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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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现流 3.8亿元，同比存货的减少、

经营性应收、应付综合减少现流 1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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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付利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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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一季度，受外部市场环境利好的影响，因 2021 年春节“就地过年”下游开复工进度

快于往年，公司抓住钢铁市场复苏的有利时机，2021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淡季不淡，经营利润创历

史同期最好业绩，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加强生产管控组织，提升管控效能为重点，以铁钢平衡

精细化、生产计划最优化，物流组织高效化，销售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制定生产组织方案和管控

模式。一季度钢材产量为 141.19 万吨，同比增加 27.91％；钢材销量为 150.17 万吨，同比增加

68.57％；实现营业收入 62.25亿元，同比增加 96.09％；营业成本 54.10亿元，同比增加 75.99%；

实现净利润 1.94亿元。 

加快推进公司低碳冶金创新试验的步伐是公司 2021年科技创新重点工作的目标，目前进展情

况：富氢碳循环科研二阶段项目已全面启动，已完成低碳冶金科研项目立项，并进入工程施工阶

段。一季度完成了碳循环技术路线研究，制定了示范项目实施方案，计划在 2021 年 6月中下旬实

现风口喷吹脱碳煤气，7月实现富氢冶金风口喷吹焦炉煤气，开展 50%鼓风氧含量科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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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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