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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1、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本钢板 B                  公告编号：2021-049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85,060,60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本钢板材、本钢板 B 股票代码 000761、2007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德胜 陈立文 

办公地址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16 号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16 号 

电话 024-47827003 024-47828980 

电子信箱 bgbcdm@163.com bgbcclw@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588,128,212.14 22,184,537,260.05 7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08,798,167.91 254,644,204.33 76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99,142,563.30 239,885,472.54 81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4,916,220.03 -151,475,707.08 1,1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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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07 7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07 7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8% 1.30%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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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52,065,169.98 65,007,470,749.20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46,599,850.13 21,018,296,389.10 10.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4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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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62.02% 2,409,628,094  

质押 1,577,545,000 

冻结 108,326,179 

建信基金－工

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华润

信托·兴晟 5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76% 184,842,883    

北信瑞丰基金

－招商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

丰庆 229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4.76% 184,842,883    

国寿安保基金

－工商银行－

国寿安保－华

鑫信托定增 10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4.76% 184,842,883    

辽宁交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2% 148,528,983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
AL PLC 

境外法人 0.37% 14,366,619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11,541,08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4% 9,490,396    

华润元大基金

－华泰证券－

华润元大基金

润泓兴盛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3% 8,99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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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锐军 境内自然人 0.21% 8,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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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华润元大基金－华泰证券－华润元大基金润泓兴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8,990,023 股；吕锐军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8,0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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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本钢板材股

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

债券 

本钢转债 127018 2020 年 06 月 29 日 2026 年 06 月 28 日 675,125.68 

第一年为 0.6%，

第二年为 0.8%，

第三年为 1.5%，

第四年为 2.9%，

第五年为 3.8%，

第六年为 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3.25% 66.8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32 4.3 

三、重要事项 

2021年4月15日公司接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获悉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组本钢集团事项，可能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重组尚处于筹划阶段，方案确定后尚需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

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战略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2021年8月18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联合下发通知，同意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钢集团

有限公司实施重组，由辽宁省国资委向鞍钢集团无偿划转本钢集团51%股权。本次划转尚需履行必要的程序，能否获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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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以及本次划转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

间接控股股东本钢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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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公告》。 

2021年8月2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辽宁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之无偿划转协议》。根据《无偿划转协议》，

辽宁省国资委将向鞍钢集团无偿划转其持有的本钢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本次划转完成后，鞍钢集团将持有本钢集团51%

股权，本钢集团将成为鞍钢集团控股子公司，鞍钢集团通过本钢集团、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鞍钢集团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81.07%的股份。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保持不变，仍为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

际控制人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和8月2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辽宁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本钢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暨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的提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书》、《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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