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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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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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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7,325     220,876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607      110,766          -1.9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4        9,968         -34.25  

营业收入        96,100       97,902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3        9,610         -6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65        2,375          5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8.73  下降 5.3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55  -6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55  -60.03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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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08,263 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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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1 13,128,825,267 0 无 

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

限公司 
其他 0.39 63,4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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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31 51,413,670  0 无 

宁波保税区泓广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 0.24 39,554,594  0 无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

司 
其他 0.21 34,762,176  0 无 

国际金融－渣打－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 

其他 0.19 31,188,284  0 无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其他 0.18 30,343,764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30,000,550  0 无 

首域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首域中国 A股基金 
其他 0.14 22,637,293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21,2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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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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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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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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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回顾上半年，钢铁行业产量持续增长。上半年 86 家大中型钢企利润自年初

以来 6 个月连续下降，上半年累计实现利润 22.9 亿元，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

0.13%，处于工业行业最低水平。 

面对钢铁行业的微利态势，公司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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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产品制造能力，继续强化费用管控。上半年公司完成铁产量 1100.0 万吨，

钢产量 1141.0 万吨，商品坯材销量 1107.8 万吨；实现合并利润总额 5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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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96,100   97,902  -1.8 

营业成本  87,267   90,241  -3.3 

销售费用  874   892  -2.0 

管理费用   2,904   3,893  -25.4 

财务费用   -251   499  -1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4   9,968  -3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9   12,737  -11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4   -18,304  -108.7 

研发支出  1,550   2,217  -30.1 

 

2、主营业务分经营分部情况 

单位：百万元 

分行业 
分部营业

收入 

分部营业 

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钢铁制造  66,297   60,213  9.2% -17.02% -19.66% 上升 2.99个百分点 

钢铁销售  88,131   86,303  2.1% -6.11% -6.17% 上升 0.06个百分点 

其  他  7,645   6,538  14.5% -1.04% -2.62% 上升 1.39个百分点 

分部间抵销  -65,774  -65,672  0.2% -21.07% -21.13% 上升 0.07个百分点 

合   计  96,299   87,382  9.3% -1.89% -3.31% 上升 1.34个百分点 

注：分部营业收入含营业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收入及财务公司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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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制造分部包括本公司、梅钢

公司等钢铁制造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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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要钢铁产品营业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百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冷轧碳钢板卷   25,929   22,289  14.0% -5.3% -9.0% 上升 3.49 个百分点 

热轧碳钢板卷   15,999   13,635  14.8% 2.7% -2.5% 上升 4.55 个百分点 

宽厚板   2,584   2,637  -2.1% -45.4% -49.3% 上升 8.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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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产品   5,227   4,809  8.0% 2.7% 6.2% 下降 3.06 个百分点 

其他钢铁产品  3,962   3,911  1.3% -10.5% -15.1% 上升 5.40 个百分点 

合    计  53,702   47,282  12.0% -18.0% -22.9% 上升 5.58 个百分点 

注：宽厚板产品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降幅较大，主要是去年同期含罗泾厚板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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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如下变化： 

鉴于公司对应收宝钢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款项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

极低，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批准，自 2013 年起，本集团对应收宝钢集团合并报

表范围内单位的款项全部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对

测试无风险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不再纳入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的组合。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涉及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应收宝钢集团合并报

表范围内单位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相关会计处理。本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本

公司及本集团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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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湛江钢铁新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4.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何文波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3 日         

项目 

本公司 本集团 

影响利润总额 
影响净利润及 

所有者权益 
影响利润总额 

影响净利润及 

所有者权益 

2013年 1-6月 57,766 43,325 4,939 3,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