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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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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https://sc.hkex.com.hk）或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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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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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钢铁 601005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 0105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安 彭国菊 

电话 86-23-6898 3482 86-23-6898 3482 

办公地址 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道2号 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道2号 

电子信箱 ir_601005@baowugroup.com ir_601005@baowugroup.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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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56,278 42,995,956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896,001 22,375,209 2.3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8,016,176 22,669,939 -2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416 2,697,041 -8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546,619 2,834,482 -80.72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6,511 1,546,388 -3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12.61 减少1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0 -80.0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4,2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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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51 2,096,981,600 0 无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

人 
5.97 532,258,621 0 未知   

重庆千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79 427,195,760 0 质押 427,190,07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24 289,268,939 0 无 0 

重庆国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12 278,288,059 0 无 0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3 226,042,92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未知 2.46 219,633,096 0 无 0 

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43 216,899,843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市分行 

国有法

人 
2.43 216,403,628 0 无 0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37 211,461,3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长寿钢铁有

限公司与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有限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两者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余 8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亦

不知晓其余 8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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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重庆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品种二） 

20 重庆钢铁

MTN001B 
102000391 

2020 年 3

月 19日 

2023 年 3

月 19日 
498,984 5.1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2.55   47.9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73   14.2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2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2年上半年，受全球通胀压力加剧、疫情散点多发、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等叠加因素影

响，给钢企生产经营和盈利带来严重冲击，面临异常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公司以管理极致、消耗

极限、低成本经济运行模式，根据盈利排序，将有限资源投入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确保公司效益

最大化。2022年上半年累计铁、钢、商品坯材产量分别为 369.80万吨、384.59 万吨、380.88万

吨，同比降低 20.66%、23.55%、21.57%。 

（1）克服生产压力，技术经济指标屡创新高。在中国宝武“全面对标找差，创建世界一流”

劳动竞赛中，一号高炉在高炉经济运行劳动竞赛中荣获一季度低碳低耗“2000 级进步最快炉”荣

誉称号；热卷产线一季度平均热装率达到 78.78%，获得中国宝武一季度热轧工序效率提升劳动竞



赛热装率季军；4月份 4100产线热送率 64.86%，炼钢一系列 5月连铸中包平均寿命 19.17炉，均

刷新历史纪录。 

（2）全面对标找差，全力推进降本增效工作。2022 年公司以精准对标为发力点，深入推进

降本挖潜工作，坚持“一切成本皆可降”，通过全面统筹部署，合力推进落地，践行管理极致，推

进精细化管理，持续精准攻关，焦化、烧结、热轧工序成本行业排名同比进步明显。 

（3）创新业务模式，构筑协同创效的钢铁生态圈。推进“网络钢厂”空间布局，实现公司规

模突破和市占率提高，2021年 12月 30日，公司与四川雅安安山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安山钢铁”）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网络钢厂”运营模式；2022 年 2 月 21 日，重庆钢铁与安山钢铁

的“网络钢厂”正式揭牌，取得实质性突破。 

（4）降低综合融资成本。通过引入绿色金融信贷、提高资金计划管理水平、强化预算准确性、

降低无效资金占有量等方式严控资金成本，狠降有息负债规模。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有

息负债由年初的 104.9 亿元降低至 69.1亿元，累计降低 35.8亿元，降幅达 34%；资金成本方面，

在继续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政策支持下，本年新增短期借款成本均较当期 LPR 下浮 30%以

上。 

 

3.3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8,016,176 22,669,939 -20.53 

营业成本 16,784,705 19,185,057 -12.51 

销售费用 38,921 42,999 -9.48 

管理费用 166,364 245,709 -32.29 

财务费用 231,105 207,597 11.32 

研发费用 104,832 75,591 3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6,511 1,546,388 -39.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1,168 -1,864,54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9,299 354,050 -772.02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停工损失减少。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研发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研发项目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减少主要是由于净利润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由于归还

借款。 

 

（2）本期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6.36 亿元，同比降低 20.61 亿元，主要原因是：商品

坯材销售价格 4,522元/吨，同比降低 0.72%，减利 3.76亿元；商品坯材销量 374.58万吨，同比

降低 21.21%，减利 8.31 亿元；矿石、煤炭、合金、废钢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减利 14.29 亿元；

公司持续推进成本削减计划，深入推进降本挖潜工作，开展精准攻关，热卷产线、厚板产线热装

率进度明显，在生产组织上精打细算，生产方针由高效运行调整为经济运行，实现工序降本 4.44

亿元。 



2022 年上半年，本集团主营业务收入 178.21亿元，同比降低 20.48%，其中：商品坯材销售

收入 169.37亿元，比上年同期降低 47.19亿元。一是销售商品坯材 374.58万吨，同比降低 21.21%，

减少销售收入 43.43亿元；二是商品坯材平均售价 4,522元/吨，同比降低 0.72%，减少销售收入

3.76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表： 

品种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金额同比增长 

（%） 
金额 

（人民币千元） 

比例 

（%） 

金额 

（人民币千元） 

比例 

（%） 

板材 5,996,760 33.65 6,112,700 27.28 -1.90 

热卷 9,346,746 52.45 11,050,037 49.30 -15.41 

棒材 128,262 0.72 134 - 95,617.91 

双高棒 1,113,210 6.25 - - - 

线材 347,681 1.95 - - - 

钢坯 3,994 0.02 4,493,015 20.05 -99.91 

商品坯材小计 16,936,653 95.04 21,655,886 96.63 -21.79 

其他 884,242 4.96 754,398 3.37 17.21 

合计 17,820,895 100.00 22,410,284 100.00 -20.48 

 

钢材销售价格表： 

项目 
2022年上半年售价 

（人民币元/吨） 

2021年上半年售价 

（人民币元/吨） 

同比增长 

（%） 

增加收入 

（人民币千元） 

板材 4,743 4,779 -0.75 -45,519 

热卷 4,449 4,594 -3.16 -304,632 

棒材 3,979 4,763 -16.46 -25,270 

双高棒 4,153 - - - 

线材 4,393 - - - 

钢坯 4,105 4,201 -2.29 -93 

合计 4,522 4,555 -0.72 -375,514 

 

钢材销售量表： 

项目 
2022年上半年销量 

（万吨） 

2021年上半年销量 

（万吨） 

同比增长 

（%） 

增加收入 

（人民币千元） 

板材 126.44 127.92 -1.16 -70,421 

热卷 210.09 240.54 -12.66 -1,398,660 

棒材 3.223 - - 153,398 

双高棒 26.806 - - 1,113,210 

线材 7.92 - - 347,681 

钢坯 0.10 106.96 -99.91 -4,488,928 

合计 374.58 475.42 -21.21 -4,343,719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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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钢铁行业 17,820,895 16,605,456 6.82 -20.48 -12.12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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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钢材 16,936,653 15,725,199 7.15 -21.79 -13.56 -8.85 

其他 884,242 880,257 0.45 17.21 24.91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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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南地区  12,252,969  11,494,020  6.19  -9.86  0.98 -10.07 

其他地区  5,567,926  5,111,436  8.20  -36.85  -31.97 -6.58 

合计  17,820,895  16,605,456  6.82  -20.48  -12.12 -8.86 

 

 

第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4.1 遵守企业管治守则 

尽董事会所知，报告期公司已遵守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附录 14-《企业管治守则》的规

定，未发现有任何偏离守则的行为。 

 

4.2 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公司已采纳了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的有关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标准

规则」） 作为董事买卖本公司证券的守则。经具体咨询后，公司董事均确认彼等于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止 6个月有遵守标准守则所载规定的准则。 

 

4.3 中期股息 

鉴于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第二百五十条的规

定，公司不派发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6个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4.4 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的上市证券 

于报告期内，公司概无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的上市证券。 

 

4.5 重大收购及出售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 



于报告期内，公司概无重大收购及出售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 

 

4.6 审计委员会 

公司审计委员会由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一名非执行董事组成，即张金若先生、盛学军先生、

郭杰斌先生及周平先生，张金若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席。 

公司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止 6个月的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在提交董事会批准前已由审

计委员会成员审阅。 

 

4.7 权益或淡仓 

于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于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联法团（《证券

及期货条例》第 15 部的定义）的股份、相关股份或债券证中，拥有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 条须列入本存置的登记册中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之该等规定被假设或视

作拥有之权益或淡仓）；或根据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须知会本公司及联交所的权益或淡仓如下： 

姓名 
本公司/ 

相联法团 
身份 权益性质 

持有权益

股份数目

总计（股） 

占公司 A

股股本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股份类别 

周亚平 本公司 职工监事 实益权益 
487,300 

（好仓） 
0.006 0.005 A股 

张理全 本公司 职工监事 实益权益 
1,020,000 

（好仓） 
0.012 0.011 A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