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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0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可炳 虞红 

电话 86-21-26647000 86-21-26647000 

传真 86-21-26646999 86-21-26646999 

电子信箱 ir@baosteel.com ir@baosteel.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2012 年 

（末） 

2011 年 

（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 

增减（%） 

2010 年 

（末） 

总资产 214,357 231,100 -7.2% 21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387 106,495 4.6% 104,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02 12,142 82.9% 18,856 

营业收入 191,136 222,505 -14.1% 20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86 7,362 41.1% 12,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20 7,009 -32.7% 12,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2 7.02 
上升 2.5 个

百分点 
1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2 41.6%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2 41.6% 0.73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39,035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525,907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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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76.68 13,128,825,267 0 无  
 

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限

公司 
未知 0.37 63,419,861 0 无  

 

如皋长荣矿石仓储有限公司 未知 0.37 62,777,182 0 无  
 

国 际 金 融 － 渣 打 －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新加坡政府投资） 

未知 0.30 52,009,386 0 无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29 48,894,600 0 无  
 

张家港保税区荣润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0.27 45,524,951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5 42,237,509 0 无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0.25 42,120,356 0 无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未知 0.24 41,544,158 0 无  
 

宁波保税区泓广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0.24 40,804,59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沙钢集

团）2011 年 5 月及 11 月披露的中期票据募集

说明书等，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限

公司、张家港保税区荣润贸易有限公司、宁

波保税区泓广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沙钢集

团股东；如皋长荣矿石仓储有限公司为沙钢

集团控股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张家港保税区

立信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沙钢集团主要股

东；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沙钢集团股东。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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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100% 

76.68%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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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公司沉着应对、攻坚克难，加大产销研体系

协同、确保经济运行下产销平衡，夯实碳钢主业、巩固重点产品市场占有率，强

化运营管理、推进内部全方位挖潜增效，圆满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2012 年

销售商品坯材 2356.6 万吨，实现营业总收入 1915.1 亿元、利润总额 131.4 亿元，

继续保持国内同行业最优经营业绩。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百万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91,136  222,505  -14.1 

营业成本 176,879 203,041 -12.9 

销售费用 1,926 1,950 -1.2 

管理费用  7,238 8,584 -15.7 

财务费用  416 72 4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02 12,142 8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9 -16,130 -11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51 9,293 -426.6 

研发支出 3,807 5,060 -24.8 

 

2、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 

单位：百万元 

经营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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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61 139,049 6.0% -22.4% -21.8% 下降0.7个百分点 

钢铁销售 181,034 177,145 2.1% -7.1% -7.1% 基本持平 

其他 15,764 13,703 13.1% 7.5% 8.9% 下降1.1个百分点 

分部间抵消 -153,166 -152,751 0.3% -13.6% -14.1% 上升0.6个百分点 

合计 191,593 177,146 7.5% -14.0% -12.8% 下降1.3个百分点 

注：公司按内部组织结构划分为钢铁制造、钢铁销售和其他经营分部。钢铁制造分部包括碳

钢、不锈钢、特殊钢等钢铁制造单元，钢铁销售分部包括宝钢国际、海外公司等贸易单元，

其他分部包括金融、化工、信息等其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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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表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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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2 46,207 11.2% -11.8% -10.6% 下降 1.2 个百分点 

热轧碳钢板卷 31,949 29,137 8.8% -17.7% -15.8% 下降 2.1 个百分点 

宽厚板 8,495 9,481 -11.6% -27.7% -25.8% 下降 2.8 个百分点 

钢管产品 10,273 9,351 9.0% -5.3% -4.8% 下降 0.5 个百分点 

不锈钢产品 7,467 7,554 -1.2% -58.6% -57.6% 下降 2.5 个百分点 

特殊钢产品 2,230 2,366 -6.1% -80.1% -79.1% 下降 5.2 个百分点 

其他钢铁产品 8,208 8,531 -3.9% -6.2% -2.5% 下降 3.9 个百分点 

小  计 120,645 112,627 6.6% -23.8% -23.2% 下降 0.7 个百分点 

注：因出售不锈钢、特钢事业部相关资产及罗泾区域停产导致不锈钢、特殊钢、宽厚板等产

品本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事项。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如下变化： 

（1）上海宝钢特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上海五钢气

体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纳入报告期合并范围，宁波宝新不锈钢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 日起不再纳入报告期合并范围。 

（2）本报告期新增宝力钢管(泰国)有限公司、BGM 株式会社两家公司纳入合并

范围。 

4.4 会计师事务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董事长：何文波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