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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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丁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展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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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审计）委员会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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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28,205,734 80,711,141,782 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872,032,893 28,386,124,992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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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893,473 -3,126,708,6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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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5,240,150 16,206,269,481 4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0,864,636 377,406,202 29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6,242,797 355,877,294 30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1.39 增加 3.8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62 0.0490 30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62 0.0490 3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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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52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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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1,508 

员工辞退补偿 23,32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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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9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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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519,0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83,156 

所得税影响额 -16,550,740 

合计 74,62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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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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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506,467,456 45.535 - 无 -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1,717,299,800 22.301 - 未知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0,456,829 3.382 - 未知 未知 未知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58,282,159 2.055 - 无 -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42,155,000 1.846 - 未知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15,099,204 1.495 - 未知 未知 未知 

张武 27,000,000 0.351 - 未知 未知 未知 

阿布达比投资局 17,678,459 0.230 - 未知 未知 未知 

王建荣 13,100,000 0.170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944,300 0.168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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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506,467,456 人民币普通股 3,506,467,456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17,299,8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17,299,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0,456,829 人民币普通股 260,456,829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58,282,159 人民币普通股 158,282,1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2,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55,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5,099,204 人民币普通股 115,099,204 

张武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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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达比投资局 17,678,459 人民币普通股 17,678,459 

王建荣 1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4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4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末，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前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

一致行动人，但本公司并不知晓前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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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开局总体良好。GDP同比增长18.3%（上年同期为下降

6.8%），比2019年同期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环比增长0.6%。钢铁行业产销两旺，钢企

效益显著提升。1-3月全国生产生铁2.21亿吨、粗钢2.71亿吨、钢材3.29亿吨，同比分别增长8.0%、

15.6%和22.5%。铁矿石价格持续高位波动，1-3月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均值593.13点，同比上涨

81.92%。受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国内工业生产和投资需求上升等因素影响，钢材价格上涨，1-3

月国内钢材价格指数均值128.47点，同比上涨26.3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 

报告期，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以“精益高效、奋勇争先”为工作主题，

通过全面对标找差，追求极致效率，提升制造能力；把握市场机遇，通过强化产销协同，优化产

品结构，聚焦高端市场，提高主营产品毛利率。1-3月份，本集团共生产生铁463万吨,同比基本持

平，生产粗钢551万吨、钢材517万吨，同比分别增长8.25%和7.04%（其中：本公司生产生铁371

万吨、粗钢441万吨、钢材40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64%、11.08%及10.77%），主要系公司强化全

工序协同、优化组产、铁钢比下降、生产效率等提升所致。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本集团营业收

入约人民币238.85亿元，同比增长47.38%，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钢材销量增加及价格上涨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15.11亿元，同比上升299.83%，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钢材

产品毛利上升及销量增加所致。 

合并财务报表中，报告期末与上年末相比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及变动原因： 

（1）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款为0，上年末为人民币 13.41亿元，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马钢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债券逆回购业务减少所致。 

（2）其他债权投资人民币0.21亿元，上年末为0，主要系本期财务公司购入非持有至到期性

质的政策性金融债所致。 

（3）拆入资金为人民币2.0亿元，上年末为0，主要系本期财务公司向银行同业拆借资金增加

所致。 

（4）交易性金融负债人民币0.57亿元，较上年末减少人民币0.39亿元，主要系本期本公司持

有的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47.57%，主要系上年末已计提未发放的公司高管等人员薪酬

及职工年终奖励于本期发放所致。 

（6）其他综合收益为人民币-0.45亿元，上年末为人民币-0.22亿元，主要系本期部分境外子

公司的记账货币相对人民币贬值所致。 

合并财务报表中，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及变动原因： 

（1）营业收入同比增加47.38%，主要系钢材价格同比上涨以及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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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成本同比增加41.68%，主要系钢材销量同比增加以及大宗原燃料价格同比上涨所致。 

（3）管理费用同比减少59.89%,主要系公司管理变革、人员结构调整等原因使费用同比减少，

及人力资源优化薪酬总额减低所致。 

（4）研发费用同比增加169.93%，主要系公司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新产品开发量同比增加，

发生的相关费用（含燃料动力费用）也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同比增加66.31%，主要系本期公司的外币负债汇兑损失、票据贴现利息支出较

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以及本期利息收入同比有所减少所致。 

（6）投资收益同比增加58.84%，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联营合营企业利润较低，

而本期经济形势较好，联营合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94%，主要系本期公司持有的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较大所致。 

（8）信用减值损失为收益人民币0.14亿元，上年同期为损失人民币0.08亿元，主要系本期财

务公司依据政策规定和实际情况回冲部分信贷资产减值准备金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为收益人民币63万元，上年同期为收益人民币20万元，主要系本期子公司

转回的存货减值同比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收入人民币0.21亿元，同比增加532.66%，主要系本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产生的

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支出人民币0.05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0.04亿元（413.18%），主要系本期支付

的诉讼相关款项同比增加所致。 

（12）所得税费用人民币2.19亿元，同比增加212.41%，主要系本期公司利润总额增长，计提

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13）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加266.22%、

267.72、276.62%和299.83%，主要系钢材产品毛利上升以及钢材销量增加所致。 

（14）少数股东损益人民币1.3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0.72亿元，主要系本期部分非全资子公

司的盈利水平同比上升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人民币21.94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人民币31.27亿元，

主要系本期财务公司吸收的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货币资金增加所致。如果

剔除财务公司影响，本期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净流出人民币4.71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人民币

9.61亿元，主要系本期存货增加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人民币24.52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人民币10.75亿元，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投入以及财务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人民币4.63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人民币27.92亿元，主

要系本期公司偿还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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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武于2019年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A股）期间，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和《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 

报告期，中国宝武未违反该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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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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8.12亿元；2021年一季度，本

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15.11亿元。目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钢铁行业

总体上可能稳定运行。因此，本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

能大幅增加。 

 

公司名称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毅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