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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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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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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为：根据公司有关现金股利政策，每年分派的现金股利不低

于当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据此计算分派每股现金股利不少于

0.29 元（含税）。鉴于公司一贯重视回报股东，秉承长期现金分红的原则，公司拟派发现金股利

0.30元/股（含税），以 2020年末总股本 22,269,447,650股为基准，预计分红 6,680,834,295元

（含税）,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2.70％。实际分红以在派息公告中确认的股权

登记日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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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钢股份 6000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娟 夏志龙、陶昀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885号宝钢指挥中

心宝钢股份董事会秘书室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885号

宝钢指挥中心宝钢股份董

事会秘书室 

电话 86-21-26647000 86-21-26647000 

电子信箱 ir@baosteel.com ir@baostee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是《财富》世界 500 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核

心企业。公司以“做钢铁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做未来钢铁的引领者”为使命，致力于以卓越的

产品和服务满足并超越用户期望，以良好的业绩和稳定收益持续回报股东，实现与相关利益主体

的共同发展。公司专注于钢铁业，同时从事与钢铁主业相关的加工配送等业务。公司拥有上海宝

山、武汉青山、湛江东山、南京梅山等主要制造基地，是全球碳钢品种最为齐全的钢铁企业之一。

公司对标行业引领者，强化多制造基地管理模式，持续提升技术领先、成本变革、服务先行、智

慧制造、城市钢厂等五大能力，不断创新、深化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之路，拥有享誉全球的品牌、世界一流的

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公司钢铁主业专业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碳钢薄板、厚板与钢管等

钢铁精品，主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行业。聚焦核

心战略产品群，从制造、研发、营销、服务四大维度，形成汽车用钢、电工钢、能源与管线用钢、

高等级薄板、镀锡板、长材等六大战略产品。  

公司注重创新能力的培育，积极开发应用先进制造和节能环保技术，建立了覆盖全国、遍及世界

的营销和加工服务网络。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汽车高强钢、电工钢、高等级家电用钢、油气管、

桥梁用钢、热轧重轨等高端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持续实施以技术领先为特征的精品开发

战略，紧密关注中国高端制造业如军工、核电、高铁、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高速增长，

发展包括超高强钢、取向硅钢在内的高端产品，并研发储备更高端新材料技术，集中力量“从钢

铁到材料”，持续追求高端产品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在第二十四届全国发明展上，公司共选送项

目 104 项，其中荣获金奖 16 项、银奖 34 项、铜奖 32 项，取得了获奖率高达 78.8%的优异成绩，

充分展现了宝钢职工的智慧和力量。 

作为客户最值得信赖的价值创造伙伴，公司聚焦“从制造到服务”和“从中国到全球”，通过服务

先期介入、完善客户端需求驱动机制、产销平衡决策支持系统、宝钢慧创平台、快速响应完善的

营销服务体系以及钢铁服务平台的快速战略布局等，以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积极为客户提供一

流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产品出口日本、韩国、欧美等七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  

从生产工艺和技术研发来看，公司整体技术装备建立在当代钢铁冶炼、冷热加工、液压传感、电

子控制、计算机和信息通讯等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具有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的特点，处于世

界钢铁行业领先者地位。 

公司坚持以“贯彻四个一律，打造全流程智能化产线群”为目标，以“加强成熟技术推广、强化

项目效益效率输出”为抓手，统筹策划、强化管控，推进智慧制造工作。2020 年公司各制造基地

启动智慧制造项目 90 项，减少操作室 62 个，使 600 人以上有机会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运用“黑

灯工厂”、“不碰面生产”、“智慧物流”等智能手段，在防控阻击疫情的同时，打好了稳产、高产的

守卫战。同时，形成“生产计划智能排程”、“设备智能运维诊断”、“质量自动判定与溯源”、5G 技

术应用及无人机巡检等一批智慧制造实践成果。 



公司秉承环境经营理念，在节能环保、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大投入，推进“三治四化”

（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洁化，绿化，美化，文化），加快建设绿色城市钢厂，

主要环保指标实绩得到持续改善，全年无重大环境风险事件，四大基地和谐融入城市。 

公司通过全力打造上海宝山、武汉青山、湛江东山和南京梅山等四大制造基地，积极推进实施营

销、采购和研发统一管理，构建集中一贯管理的具有宝钢特色的多制造基地管理模式，努力实现

“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的愿景。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冲击以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率先稳

步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01.6 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 2.3%；工业经济保持了稳定向好的态势，企业复产水平稳步提升，生产经营状况不断改善，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 

得益于国内经济复苏远超预期，钢铁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带动粗钢消费快速增长，国内钢价持续

回升，钢铁行业盈利水平稳步提高。 

公司快速应对原料市场大幅上涨与钢铁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充分发挥多制造基地运营与协同优势，

产品规模、品种、质量、服务与盈利水平快速恢复，经营业绩持续回升。下半年，公司以全面对

标找差为抓手，全面提升运营效率，持续深化成本削减和管理变革等内部挖潜增效工作，有效支

撑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全年利润总额保持同行领先。 

（三）公司亮点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24.3亿元
2019年：110.6亿元

钢铁产品毛利率

12.1%
2019年：11.3%

优势产品销量

1068.0万吨
2019年：1014.8万吨

经营活动现金流（不含财务公司）

405.4亿元
2019年：325.7亿元

成本削减额（环比）

38亿元
2020年目标：10.8亿元

人均钢产量
（钢铁主业正式员工）

1288吨/人·年
2020目标：1200吨/人·年

12.4%

249%

0.8个
百分点

5.2%0.05个
百分点
5.2% 7.3%24.5%

5.2%7.3%

 

 

 抗疫保产取得双胜利。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公司在应急保供、复工复产、

稳定供应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经营业绩国内行业最优。积极应对购销市场变化与内部高炉大修等影响，充分发挥多制造基

地运营与协同优势，产品规模、品种、质量、服务与盈利水平不断提升，2020 年，公司实现

利润总额 160.2 亿元。 



 成本削减成效显著。全面对标国内外优秀钢铁企业，围绕制造端效率提升、主要技术指标优

化、销管费用源头管控与财务综合成本下降等方面，深挖成本削减潜力，2020 年完成成本削

减 38 亿元，有效支撑公司经营业绩。 

 技术领先取得新进展。供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霞浦快堆用 SA387 钢板、深水采油平台用 R6 系

泊链棒材全面按期交付；富氢冶金示范线改造完成，富氢碳循环高炉试验取得突破；10 项产

品实现全球首发，23 项标志性技术实现突破。 

 优化产业布局。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工程建设进度全面提前；全球唯一一条完全面向新能源

汽车的最高等级无取向硅钢专业生产线开工；取向硅钢新型耐热刻痕机组正式投产，标志着

该全球首发技术实现商业化生产。 

 智慧制造再上新台阶。打造智能化产业群，完成大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搭建及基于中台的数据

域建设，营销等 9 个大数据试点项目实现标志性功能上线投运；实施劳动效率提升、设备在

线诊断等智慧制造改造项目近 90 项；冷轧“黑灯工厂”入选首批 20 家上海市智能工厂。 

 加速实施企业变革。面向用户的产销研机制变革实施落地；产品及工序专业化改革快速落地、

快速见效；以“三个一体化”为重点，加速推进设备体系变革，并取得预期成效。 

 构建绿色城市钢厂。推进“三治四化”、“长江大保护”行动，重点污染源在线排放 100％过

程达标，无重大环境风险事件。宝山、东山和梅山基地以 A 类企业为目标积极开展超低排放

预评估。 

 行业最高信用评级。凭借稳健的财务表现与经营业绩，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

分别给予公司 A-稳定、A3 稳定、A 稳定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公司继续保持全球综合性钢铁

企业最高信用评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56,225 345,938 339,633 2.97 335,850 

营业收入 283,674 291,600 291,594 -2.72 305,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77 12,563 12,423 0.91 2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34 11,060 11,060 12.42 20,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371 178,172 178,053 3.48 176,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84 33,074 29,504 -15.09 45,5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6 0.56 1.79 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6 0.56 1.79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7.09 7.05 

减少0.06

个百分点 
12.6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9,974 69,797 70,251 83,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1 2,462 3,857 4,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64 2,376 3,799 4,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5 5,924 6,129 11,016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4,4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3,25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注） -486,753,644 10,813,395,355 48.56 0 质押 2,850,000,000 国有法人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0 2,982,172,472 13.39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57,128,145 1,483,431,513 6.66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89,512,940 710,487,060 3.1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666,600,578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486,753,644 486,753,644 2.1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0 280,000,000 1.26 0 无 0 国有法人 

GIC PRIVATE LIMITED -125,044,701 196,408,197 0.88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94,224,180 0.87 0 无 0 国有法人 

汪莹莹 50,849,363 120,033,0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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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百万元  币种: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83,674 291,600 -2.7 

营业成本 252,938 259,873 -2.7 

销售费用 2,933 3,381 -13.3 

管理费用 4,345 5,609 -22.5 

研发费用 8,726 8,864 -1.6 

财务费用 1,462 2,463 -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84 33,074 -1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88 -23,230 -4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02 -15,353 -10.8 

1.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 百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钢铁制造 215,045 190,952 11.2 -4.1 -4.9 增加 0.7个百分点 

加工配送 268,100 263,856 1.6 -6.6 -6.4 减少 0.2个百分点 

其他 16,196 12,325 23.9 -3.4 -7.1 增加 5.0个百分点 

分部间抵销 -214,876 -213,887     

合计 284,464 253,245 11.0 -2.7 -2.6 增加 0.01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冷轧碳钢板卷 87,804 75,871 13.6 1.7 -1.6 增加 2.9个百分点 

热轧碳钢板卷 69,008 61,231 11.3 -8.4 -9.5 增加 1.0个百分点 

钢管产品 11,531 10,913 5.4 -18.3 -12.2 减少 6.6个百分点 

长材产品 7,907 6,754 14.6 -3.9 2.4 减少 5.2个百分点 

其他钢铁产品 20,343 18,130 10.9 16.7 21.8 减少 3.7个百分点 

合  计 196,594 172,900 12.1 -2.4 -3.2 增加 0.7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境内市场 257,475 227,294 11.72 -0.7 -0.6 减少 0.1个百分点 

境外市场 26,990 25,952 3.85 -17.4 -17.1 减少 0.4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公司按内部组织机构划分为钢铁制造、加工配送、其他三个分部。钢铁制造分部包括各钢铁制造



单元，加工配送分部包括宝钢国际、海外公司等贸易单元，其他分部包括信息科技、炭材及金融

等业务。 

2020年，公司抓住疫情后钢铁产能恢复契机，持续提升生产效率、资金效率与资产效率，深挖成

本削减潜力，有效缓解了钢材价格下行与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影响，2020年公司冷、热轧主要产

品的毛利率较去年上涨。 

1.3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 

冷轧碳钢板卷 万吨 1,798 1,799 127 1.2 1.0 -12.6 

热轧碳钢板卷 万吨 1,861 1,896 44 -10.6 -10.0 -8.2 

钢管产品 万吨 202 198 19 -7.6 -9.6 7.0 

长材产品 万吨 195 195 5 -1.4 -1.2 -39.1 

其他钢铁产品 万吨 507 509 17 22.6 23.0 -4.9 

合计 万吨 4,562 4,598 211 -2.7 -2.6 -10.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

执行，按照首次执行准则的要求调整了 2020 年期初有关科目累积影响数，该会计政策变更导致本

集团期初总资产增加人民币 1,589,528,973.84 元，总负债增加人民币 2,174,121,108.39 元，净资产

减少人民币 584,592,134.55 元；母公司期初总资产、净资产没有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本年度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六。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详细情况详见附注七。 



 

董事长：邹继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