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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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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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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股份 600019 G宝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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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228,653 226,704 226,668 0.86 220,912 220,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258 110,413 110,512 3.48 110,667 

110,766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2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280 12,090 12,090 133.91 22,186 

22,186 

营业收入 187,414 189,688 189,688 -1.20 191,135 191,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792 5,818 5,818 -0.45 10,090 10,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4 6,321 6,321 -8.33 4,416 4,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16 5.29 5.29 

减少 0.13 个百

分点 
8.77 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5 0.35 0.94 0.58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5 0.35 0.94 0.5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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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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3,2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407,8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

量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79.709  13,128,825,267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449  73,917,685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55  42,000,000  0 无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平安养老富盈人

生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产

品富盈股票型组合 

未知 0.217  35,702,752  0 无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未知 0.198  32,666,143  0 无   

郑彩萍 境内自然人 0.191  31,396,712  0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未知 0.180  29,597,459  0 无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69  27,801,716  0 无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未知 0.164  27,06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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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164  27,037,68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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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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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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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2014 年，公司克服市场环境低迷、汇率波动、宝通经济运行、高炉大修等

困难，强化产销协同和互供料拓展，持续提升重点品种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加大创新力度，推进新产品开发，持续开展成本控制和成本改善，加速两翼事业

的发展和湛江基础建设，支持公司经营业绩的实现。2014 年销售商品坯材 2181.7

万吨，实现营业总收入 1877.9 亿元、利润总额 82.8 亿元，持续保持国内业界最

优。主营业务分析如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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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14 189,688 -1.20 

营业成本 168,931 171,718 -1.62 

销售费用 2,200 1,963 12.09 

管理费用 7,728 6,881 12.32 

财务费用 488 -544 -18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80 12,090 133.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64 -8,717 117.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4 599 -1691.26 

研发支出 3,931 3,430 14.6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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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08 108,556 10.0% -6.0% -6.5% 
增加0.5个

百分点 

加工配送 163,105 158,825 2.6% -8.7% -9.1% 
增加0.4个

百分点 

信息科技 4,072 2,932 28.0% 13.7% 7.4% 增加4.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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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7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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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电子商务 15,109 15,036 0.5% 330.9% 333.4% 
减少0.6个

百分点 

化工 9,219 8,401 8.9% -15.7% -15.1% 
减少0.6个

百分点 

金融 619 291 53.0% 6.0% 7.4% 
减少0.6个

百分点 

分部间抵销 -124,859 -124,851 0.0% -7.9% -7.7% 基本持平 

合计 187,873 169,189 9.9% -1.2% -1.6% 
增加0.4个

百分点 

公司按内部组织结构划分为钢铁制造、加工配送、信息科技、电子商务、化

工及金融六个经营分部。钢铁制造分部包括各钢铁制造单元，加工配送分部包括

宝钢国际、海外公司等贸易单元，信息科技分部为宝信软件业务，电子商务分部

包括上海钢铁交易中心、东方钢铁等单元，化工分部为化工公司业务，金融分部

为财务公司业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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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69 43,989 14.4% 1.0% 1.2% 减少 0.2 个百分点 

热轧碳钢板卷 28,816 24,456 15.1% -8.0% -8.2% 增加 0.2 个百分点 

宽厚板 4,971 5,121 -3.0% 1.6% -0.1% 增加 1.7 个百分点 

钢管产品 9,116 9,139 -0.3% -7.3% -3.5% 减少 3.9 个百分点 

其他钢铁产品 4,849 4,631 4.5% -31.8% -34.2% 增加 3.5 个百分点 

合  计 99,121 87,335 11.9% -4.7% -4.8% 增加 0.1 个百分点 

注：其他钢铁产品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 2014 年 4 月宝通钢

铁经济运行，钢坯销售收入、销售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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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原因及其影响。 

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采用财政部于 2014 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39 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同时在 2014 年度财

务报表中开始采用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采用未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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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披露，并对可比年度财务

报表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对公司本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本公司根据

准则规定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参见后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前） 
长期股权投资 职工薪酬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后）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009,142,907.29 8,928,712,794.90 - 9,937,855,702.19 

长期股权投资 13,681,009,703.67 -8,928,712,794.90 - 4,752,296,908.77 

递延所得税资

产 2,052,778,079.55 - 35,998,903.25 2,088,776,982.80 

应付职工薪酬 1,696,560,100.99 - 11,480,015.09 1,708,040,116.08 

长期应付职工

薪酬 - - 133,042,565.79 133,042,565.79 

对股东权益的

影响总额 120,065,930,841.81 - -108,523,677.63 119,957,407,164.18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110,512,197,768.90 - -99,156,783.78 110,413,040,985.12 

少数股东权益 9,553,733,072.91 - -9,366,893.85 9,544,366,179.06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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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无变化。 

4.4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3 年 1 月 1 日 

（重述前） 
长期股权投资 职工薪酬 

2013 年 1 月 1 日 

（重述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67,832,301.93 5,739,988,497.17 - 7,207,820,799.10 

长期股权投资 10,539,022,615.18 -5,739,988,497.17 - 4,799,034,118.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35,286,047.54 - 35,998,903.25 2,071,284,950.79 

应付职工薪酬 1,567,218,556.73 - 11,480,015.09 1,578,698,571.8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133,042,565.79 133,042,565.79 

股东权益合计 119,959,620,394.59 - -108,523,677.63 119,851,096,716.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110,766,142,044.25 - -99,156,783.78 110,666,985,260.47 

少数股东权益 9,193,478,350.34 - -9,366,893.85 9,184,111,4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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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陈德荣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