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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受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2015 年中国建筑、机械和汽车等钢铁下游行业发展增速均有所

放缓。2015 年国内粗钢产量 8.04 亿吨，同比下降 2.3%，出现自 1981 年来的首次年度下降，大中型钢铁企业自改革开放以

来首次出现年度总体亏损，钢铁行业进入减量发展新纪元。

2015 年，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钢材价格延续大幅下跌态势。2015 年中钢协钢材综合价格 CSPI 指数环比

上年年均下跌 27.3%，62% 普氏指数 55.50 美元，环比上年年均下跌 42.7%，钢价下降对收入的影响远超原料价格下降对成

本的影响，公司当年盈利空间持续收窄。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CSPI: 中国国内钢材价格指数（中钢协）

2015 年，公司克服下游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内部生产与建设双重运行等因素影响，通过强化产销协

同、提高核心品种制造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加强营运资金管控，开展全体系降本增效工作，以应对严峻的外部环境，2015

年销售商品坯材 2214.83 万吨，实现营业总收入 1641.2 亿元、利润总额 18.5 亿元。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单位：万吨

二、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 一 )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3,790 187,414 -12.61

营业成本 149,258 168,931 -11.65

销售费用 2,153 2,200 -2.16

管理费用 7,287 7,728 -5.71

财务费用 2,393 488 39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77 28,280 -25.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76 -18,964 -14.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9 -9,534 88.26

研发支出 3,449 3,935 -12.35

单位 : 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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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公司出口钢铁产品 262.3 万吨，同比增加 27.6 万吨，出口分渠道销售情况如下：

注：2015 年双高产品占出口总量的 60%。

(3) 成本分析表

(4) 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至本报告期的履行情况

	 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在本报告期均按约定完成。

(5) 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2015 年公司向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的收入总额 196.3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11.98%。

(6) 主要供应商情况

	 2015 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144.0 亿元，占全年采购总额的 41.2%。

地区 2015 年比例 (%) 2014 年比例 (%)

东亚、澳洲 23.26 30.60

欧非 23.94 17.90

美洲 14.37 20.30

东南亚、南亚 38.43 31.20

合计 100.00 100.00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注：上表仅包括钢铁制造单元成本，不包括加工配送、信息科技、电子商务、化工及金融单元成本。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

占总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钢铁制造行业

原燃料 52,591 63.7 70,695 70.9 -18.1

其他 29,974 36.3 29,057 29.1 0.9

合计 82,565 100 99,753 100 -17.2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年
增减 (%)

销售量比上年
增减 (%)

库存量比上年
增减 (%)

冷轧碳钢板卷 946 945 123 -0.5 -2.7 12.6

热轧碳钢板卷 889 884 44 11.3 8.1 15.3

钢管产品 164 161 25 10.8 0.5 17.5

其他钢铁产品 232 225 20 -6.7 -3.6 2.1

合计 2,230 2,215 211 3.9 1.5 12.6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吨

注：① 2015 年度钢铁产品产量不含湛江钢铁试生产产品；
       ② 2015 年度产销量中包含销售给宝日汽车板的碳钢产品 164.6 万吨，不包含宝日汽车板冷轧碳钢板卷的产销量 199.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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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2) 财务费用

注：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19.0 亿元，主要是汇兑损失影响，2015 年 8 月央行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全年人民
币兑美元贬值 6.1%，公司根据年度汇率风险管理预案进行外币融资债务的切换，形成汇兑损失 16.9 亿元，2014 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贬值 0.4%，汇兑损失 0.9 亿元，同比增加财务费用 16.0 亿元。同时，主要受公司应收集团长期应收款本金逐年减少，且 2015 年多次降
息的影响，全年利息收入同比去年减少 5.0 亿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动
比例 (%)

销售费用 2,153 2,200 -2.2

管理费用 7,287 7,728 -5.7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动
比例 (%)

利息收入 -561 -1,057 -46.9

利息支出 1,206 1,412 -14.6

汇兑损益 1685 89 1798.7

其他 62 44 41.9

合计 2,393 488 390.6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2、 费用

(1)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3,449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

研发投入合计 3,449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11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105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2.90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单位：百万元 人  币种：人民币

3、 研发投入

(1) 研发投入情况表

情况说明：

2015 年，公司持续实施以技术领先为特征的精品开发战略，超高强中锰钢等五项新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公司多项科研成果

获得国家、上海市和冶金行业的“科技进步奖”，其中《高牌号无取向硅钢酸连轧工艺技术开发与应用》等三项成果荣获冶

金科技进步一等奖；《南海荔湾项目 X65 和 X70 海管的研制与开发》等三项成果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4. 现金流

2015 年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 21.8 亿元，其中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211.8 亿元，投资活动净流出 216.8 亿元，筹资

活动净流出 11.2 亿元，汇率变动影响净流出 5.6 亿元。剔除财务公司影响，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 33.5 亿元，其中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78.0 亿元，投资活动净流出 200.0 亿元，筹资活动净流出 5.8 亿元，汇率变动影响净流出 5.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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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剔除财务公司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78.0 亿元，较去年同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286.2 亿元减少 108.2 亿元，主

要原因如下：

（1）本年净利润 8.7 亿元，去年同期为 59.2 亿元，同比减少 50.5 亿元。

（2）本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3.9 亿元，去年同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8 亿元，同比增加流量 9.1 亿元。

（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损失 5.4 亿元，去年同期为收益 0.5 亿元，同比增加流量 5.9 亿元。

（4）财务费用 24.7 亿元，去年同期为 5.6 亿元，同比增加流量 19.0 亿元。

（5）投资收益 11.9 亿元，去年同期为 3.4 亿元，同比减少流量 8.6 亿元。

（6）折旧与摊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递延所得税资产等同比去年增加流量 2.0 亿元。

（7）存货较年初减少 28.1 亿元，去年同期为减少 42.8 亿元，两年同比减少流量 14.7 亿元。

（8）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减少本年流量 1.0 亿元，去年同期为增加流量 69.4 亿元，两年同比减少流量 70.4 亿元。

剔除财务公司影响，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200.0亿元，较去年同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187.7亿元相比，增加净流出12.4亿元，

主要原因如下：

（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9.7 亿元，去年同期为 216.0 亿元，同比增加流出 23.7 亿元，		

					主要因湛江项目建设支出同比增加。

（2）其他投资活动净流入 39.7 亿元，去年同期为 28.3 亿元，同比增加流量 11.3 亿元。

剔除财务公司影响，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5.8 亿元，与去年同期净流出 92.9 亿元相比，减少流出 87.1 亿元，主要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变动

含财务公司 不含财务公司 含财务公司 不含财务公司 含财务公司 不含财务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77	 17,801	 28,280	 28,618	 -7,104	 -10,8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76	 -20,003	 -18,964	 -18,765	 -2,712	 -1,2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9	 -580	 -9,534	 -9,289	 8,415	 8,709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564	 -571	 -90	 -90	 -474	 -48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82	 -3,353	 -308	 473	 -1,875	 -3,826	

项目 （剔除财务公司）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变动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23,053 6,360 16,69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43,055 25,125 17,9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3 -18,765 -1,238

项目 （剔除财务公司）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变动

融资规模变化对流量影响 3,986	 -6,015	 10,00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966	 -3,486	 -1,480	

回购股票支付的现金 0	 -188	 188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900	 310	 1,590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00	 89	 -1,5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	 -9,289	 8,709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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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9.0亿元，主要是汇兑损失影响,2015年二次汇改，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全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6.12%，

公司根据年度汇率风险管理预案进行外币融资债务的切换，形成汇兑损失 16.9 亿元，而 2014 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

值 0.36%，汇兑损失 0.9 亿元，同比增加财务费用 16.0 亿元。

2015 年资产减值损失 14.87 亿元，同比增加 10.12 亿元，其中：2015 年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79 亿元，固定资产等非流

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4.17 亿元。

( 三 )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流动资产 69,903 29.86 74,386 32.53 -6.03

其中：货币资金 7,817 3.34 12,104 5.29 -35.42

存货 23,516 10.04 26,815 11.73 -12.30

应收款项 17,351 7.41 19,271 8.43 -9.97

非流动资产 164,220 70.14 154,267 67.47 6.45

其中：固定资产 91,068 38.90 82,897 36.25 9.86

在建工程 33,628 14.36 26,759 11.70 25.67

长期股权投资 5,010 2.14 4,963 2.17 0.95

资产总计 234,123 100.00 228,653 100.00 2.39

流动负债 91,860 39.24 89,254 39.03 2.92

其中：短期借款 27,111 11.58 31,480 13.77 -13.88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08 0.09 7,442 3.25 -97.20
公司优化融资
方式，增加低
成本直接融资

其他流动负债 10,057 4.30 0
本年发行了 100 亿

元短期融资券

非流动负债 20,117 8.59 15,193 6.64 32.41

其中：长期借款 9,111 3.89 9,936 4.35 -8.31

应付债券 8,747 3.74 3,024 1.32 189.26
本年发行了

20 亿元中票与
5亿欧元债

长期应付款 82.59 0.04 89.29 0.04 -7.51

负债合计 111,977 47.83 104,448 45.68 7.21

股东权益 122,146 52.17 124,205 54.32 -1.66

负债及权益总计 234,123 100.00 228,653 100.00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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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加工工艺
区分的种类

产量 ( 吨 ) 销量 ( 吨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冷轧钢材 9,456,127 9,502,256 9,445,106 9,703,616 41,655 51,369 35,695 43,989 14.3 14.4

热轧钢材 8,888,578 7,988,384 8,839,070 8,174,432 22,937 28,816 20,259 24,456 11.7 15.1

其他 3,279,873 3,244,438 3,271,513 3,384,453 13,054 16,498 12,923 16,355 1.0 0.9

按成品形态
区分的种类

产量 ( 吨 ) 销量 ( 吨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板带材 19,500,501 18,755,364 19,454,468 19,155,682 68,163 85,156 59,689 73,565 12.4 13.6

管材 1,637,311 1,477,499 1,611,194 1,602,816 7,450 9,116 7,520 9,139 -0.9 -0.2

其他 486,766 502,215 490,026 504,003 2,033 2,411 1,668 2,095 17.9 13.1

按销售
渠道区分

营业收入 占总营业收入比例（%）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线下销售 122,807 147,631 74.8 78.6

线上销售 18,728 14,590 11.4 7.8

铁矿石供应来源
供应量（吨） 支出金额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国内采购 2,420,000 4,010,000 792 2,190

国外进口 34,460,000 30,580,000 14,296 22,491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注：上表仅为自产钢材制造和销售信息，不含钢坯信息。

注：上表仅为自产钢材制造和销售信息，不含钢坯信息。

注：线上销售量是指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欧冶云商电商板块（钢铁交易中心）钢材结算量，包括公司自产、集团贸易和社会贸易；
       线下销售量是线上销售量之外的销量。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四 ) 钢铁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按加工工艺分类的钢材制造和销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按成品形态分类的钢材制造和销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按销售渠道分类的钢材销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特殊钢铁产品制造和销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铁矿石供应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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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按公司股权投资项目当年出资额统计。

( 五 )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2015 年公司完成股权投资项目 48.5 亿元，较去年减少 45.3 亿元，下降 48.3%。主要投资项目见下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宝钢股份方直接或间接
持股比例

宝钢股份方
实际出资额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51% 1,224

上海欧冶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100% 550

上海欧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90% 270

上海欧冶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90% 90

上海欧冶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 100% 50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 55.50% 655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 62.1% 186

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天然气运输 3.52% 8,644

中石油西北联合管道有限公司 天然气运输 0 -8,000

合计 	 	 	3,668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2015 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8.1 亿元，其中：湛江钢铁工程完成投资 166.5 亿元。

1） 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无。

2） 非募集资金项目

 ① 建成投运项目

直属厂部冷轧厂 2030 单元热镀锌机组改造。为优化热镀锌产品结构，提升宝钢热镀锌产品竞争能力，对冷轧厂 2030 单元现
有 1# 热镀锌机组进行升级改造，项目于 11 月 30 日开始热负荷试车。

直属厂部一期焦炉大修改造工程。为实现焦炉技术升级，提升焦炉节能环保水平，拆除现有 4×50 孔 6M 焦炉，建设 4×50
孔 7M 焦炉，设计年产焦炭 247 万吨，1A1B 焦炉、2A2B 焦炉已分别于 5 月 17 日和 9 月 15 日提前出焦。目前正在拆除二期
4×50 孔 6M 焦炉，焦炉总座数由 12 座减少到 10 座，焦炉总产能保持不变。

 ② 续建项目

湛江钢铁工程。为贯彻落实国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现粤沪两地钢铁产业战略调整，在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新
建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产线，设计年产铁水 823 万吨、钢水 892.8 万吨、连铸坯 874.9 万吨、钢材 689 万吨，计划
2016 年 9 月建成投运。目前，湛江钢铁工程一高炉系统于 9 月 25 日提前点火开始热负荷试车，炼钢 1、2# 转炉于 9 月 27
日开始热负荷试车，热轧于 12 月 15 日开始热负荷试车；冷轧酸轧机组已开始全线联动试车，二高炉系统全面进入设备安装
阶段。

 ③ 新建项目

煤场 E、F料条改建筒仓。为进一步改善煤场区域环境，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降低物料损耗，将煤场 E、F	料条改建成筒仓，
计划 2017 年 12 月建成投运。



18

一二期矿场OC、OD料条C型封闭改造。为进一步改善原料矿场区域环境，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降低物料损耗和入炉含水率，
对原料 OC、OD 料条实施封闭改造，改造后料场同步实现全自动运行，计划 2016 年 6 月建成投运。

一二期混匀料场 BA、BB 和副料场 OA、OB 封闭改造。为解决一二期混匀料场、副料场的物料扬尘及流失，减轻物料对周边环
境污染，对一二期混匀料场 BA、BB 和副料场 OA、OB 封闭改造，计划于 2017 年 6 月底投运。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六 )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无。

( 七 )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1. 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其 77.0% 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70.8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销
售等。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293.8 亿元，净资产为 94.2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17.2 亿元。

2.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截至2015年底，公司拥有其9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销售等，
目前该公司部分项目仍处于建设过程中。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514.6 亿元，净资产为 185.7 亿元，本年度实现
利润 -3.2 亿元。

3.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其 50% 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用于汽车、汽车零部
件的冷轧钢板和热镀锌钢板，并从事与上述业务相关的附带业务。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51.2 亿元，净资产为
34.2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1.96 亿元。

4. 烟台鲁宝钢管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底，公司拥有其 100% 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无缝钢管的加工、销售，其主要产品
为结构用无缝钢管、低中压锅炉用无缝钢管、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液压支柱无缝钢管、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石油设备用
无缝钢管、地质钻探用管、石油光管、氧气瓶管等。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8.7 亿元，净资产为 6.5 亿元，本年
度实现净利润 -1.7 亿元。

5. 宝钢股份黄石涂镀板有限公司

截至2015年底，公司拥有其58.5%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冷轧板、镀铝钢板、
彩涂板及相关镀层制品。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8.1 亿元，净资产为 3.8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0.2 亿元。

6.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其 100% 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2.5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经国家批准的商
品和技术进出口，钢材、废钢进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等。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369.0 亿元，净资产为
140.7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13.2 亿元。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项目 2014 年末 2015 年末 当期购入 当期售出 公允价值变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81 873 8,814 8,131 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99 1,331 582 544 -155

合计 1,679 2,204 9,396 8,675 -146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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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其 55.5% 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9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自动化、网络通讯
系统及软硬件产品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集成等。2015 年 10 月，宝信软件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7,493,010 股。宝
钢股份按照持股比例 55.50%，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15,258,621 股，出资 6.55 亿元。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为 63.8 亿元，净资产为 39.7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3.3 亿元。

8.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截至 2015年底，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1.1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
化学工业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经营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等。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49.9 亿元，净资产为
36.8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714 万元。

9. 南通宝钢钢铁有限公司

截至2015年底，公司拥有其95.8%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2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螺纹钢、圆钢、型钢、
钢铁半成品（包括钢坯、钢锭等）以及其他钢铁制品和副产品等。截至 2015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为 7.1 亿元（拥有工业用
地约 1004 亩），净资产为 -13.9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5.7 亿元。2014 年 4 月起，宝通钢铁实施经济运行；2015 年 10
月份宝通钢铁进入停产和资产处置阶段。

10.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其 62.1% 的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4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从事同业拆借等。
2015 年 10 月，财务公司将以前年度留存收益 3 亿元采用先返利后增资的方法，增加注册资本，其中：宝钢股份按 62.10%
的股比增资 1.863 亿元。截至 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为 143.2 亿元，净资产为 18.8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1.3 亿元。

11. 烟台宝钢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其 80% 股权，烟台鲁宝钢管有限公司拥有其 20% 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40 亿元，主要经营
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钢管、配套产品及其副产品；钢管轧制技术咨询服务、仓储、货物和进出口业务等。截止2015年末，
该公司总资产为 38.6 亿元，净资产为 13.8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4.4 亿元。

12.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宝钢国际共同拥有其 51% 的股权（公司持该公司 8.67% 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4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电子商务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2015 年 2 月，宝
钢股份和宝钢国际和宝钢集团共同设立该公司，其中，宝钢股份和宝钢国际以持有的东方钢铁全部股权作价出资10.2亿元，
持股51%；宝钢集团现金出资9.8亿元，持股49%。2015年 11月，欧冶云商增资扩股4亿元，其中：宝钢股份增资3,468万元，
宝钢国际增资 16,932 万元，宝钢股份合计增资 2.04 亿元。增资后，欧冶云商注册资本增加到 24 亿元。截止 2015 年末，该
公司总资产为 39.6 亿元，净资产为 17.1 亿元，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1.6 亿元。

13. 海外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公司拥有分别设立在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子公司，为拓展公司的销售和
采购网络、提高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 一 )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全球经济 2016 年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得益于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强劲增长，复苏的可能性较大；欧洲经济复苏动
力仍不足，欧元的不确定性与英国脱欧倾向加强了经济不平稳性；日本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和通胀下行的局面，短期内仍面临
挑战；新兴市场经济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中国经济的主基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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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也是我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等全面
开放政策，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加速走出去，将带动更多国内钢铁产品的直接和间接出口，以适度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另一方面，
经济步入新常态，供需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期，供大于求的矛盾短期内难以扭转，钢铁行业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据钢联资
讯，按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9%测算，2016年钢铁表观消费量将进一步降至6.6-6.7亿吨，国内粗钢产量下降至7.5-7.6
亿吨。（注：2016 年钢铁表观消费量与国内粗钢产量来源于钢联资讯。）

在供给侧改革加速推进、新环保法持续实施、钢铁下游需求继续下滑、钢铁产能依旧过剩严重、钢铁企业盈利恶化等背景下，
钢铁行业必将在以下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关停“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优化结构调整；对内挖潜、
持续全方位降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重，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竞争，以及经营效率的不断提升。

( 二 )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创享改变生活”为使命，以“诚信、协同”为核心价值观，以“成为钢铁技术的领先者，成为环境友好的最佳实践者，
成为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公司典范”为愿景，以“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和最具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为战略目标。

面对钢铁行业的“寒冬”，公司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公司将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与跨部门、跨地块的组织协同，坚
持技术领先，促进公司成本改善与竞争力提升；开展智慧制造试点、布局城市钢厂发展，构建公司新一代竞争优势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1． 实施成本削减，提升成本改善能力。

通过全员全面全过程的降本，以技术降本、管理降本、协同降本等手段，破解公司高成本体质的难题，成本水平力争领先同行。

2． 提升产品竞争力，巩固市场领先地位。

以用户为中心，以汽车用钢、硅钢、能源及管线用钢、高等级薄板类产品、高等级厚板、镀锡板等公司六大战略产品发展为
抓手，以盘活存量、内涵发展为主线，通过资源的聚焦配置，通过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全面提升产
品竞争力，从而保持国内市场领先地位。

3． 继续坚持技术领先，建设三大钢铁精品制造基地。

上海基地立足全国面向全球市场，定位于公司技术开发与运营提升的研发中心，高端与前沿产品的制造中心，以生产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和高市场占有率的产品为主要特征，成为公司高端板材和钢管条钢精品基地；梅钢基地立足华东市场，与上
海基地产品协同，建成公司热轧、酸洗、镀锡板材精品基地，并逐步实现与上海直属厂部同品质；湛江基地立足华南辐射东
南亚市场，稳定制造能力，快速形成低成本精品，成为世界最高效率的碳钢板材工厂。

4． 试点实施智慧制造，构建公司新一代优势。

应用工业 4.0 的思想和方法，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等，实现智慧制造，构建集智能装备、智能
工厂、智慧运营于一体的智慧制造体系，提升公司成本、品质、服务竞争力，成为国内钢铁企业智慧制造的领先者。

5． 建设城市型钢厂典范，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通过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升级、余热利用、清洁能源使用、前沿技术开发等，构建升级版绿色工厂；通过发展城市节能减碳
服务、废弃物消纳、生态产品输出等，构建都市生态和谐为基础的示范型城市钢厂。

( 三 ) 经营计划

1. 前期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

与年度经营计划比，2015 年营业总收入较计划减少 298.46 亿元，其中：普碳钢影响收入减少 197.01 亿元，钢铁贸易收入
减少 104.73 亿元，主要是受销售价格下降、品种结构与销量下降的综合影响。受此影响，公司吨钢利润未能进入全球前三。

2. 2016 年公司经营目标、计划与拟开展的重点工作

2016 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一体两翼、三地协同，创新变革谋发展；差异竞争、成本改善，精益运营创佳绩”的经营总方针，
以成本削减目标的刚性落地为最主要抓手，努力实现	“冷轧汽车板市场占有率 50%、全方位成本削减 40 亿元，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入 100 亿元，正式员工劳动效率提升比例 3.8%，国内同行业绩最优”的经营总目标，力争保持业界最优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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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计划产铁 2679 万吨、产钢 2711 万吨、销售商品坯材 2344 万吨、营业总收入 1604 亿元、营业成本 1491 亿元。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细化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举措，以创新变革及超常规手段为实施保障，在确保业绩同比稳定的基础上争创更
优经营业绩。

围绕公司 2016 年的经营总方针和经营总目标，结合规划要求以及集团公司的要求，公司年内将重点推进以下方面工作：

(1) 推进新产品开发，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

围绕公司六大战略产品，加大技术领先型新产品策划与研发；关注新产品制造稳定性和低成本工艺开发，进一步降低汽车超
高强钢、热轧高强钢、管线钢等大类品种制造成本。

(2) 建成稳定高效、低成本、多基地协同的生产体系。

加强多基地协同，通过优化品种管理和分工，实现三地优势互补，公司整体效益最大化。

(3) 确保能源系统稳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通过控制煤气和氧气放散，提升能源系统应对主作业线变化调整能力；提升碳资产管理水平，获取最大碳资产收益。有序推
进厂区生态绿化建设，2016 年计划实施绿化改造面积 30 万平方米，12 项厂容绿化改善项目。继续炼铁原料区域环境整治项
目实施。

(4) 创新营销模式，挖掘用户需求。

创新营销模式，采用不同营销方案，全力完成年度销售目标；围绕湛江钢铁产品，拓展区域市场，探索不同用户个性化销售
方案，确保湛江钢铁各产线产销平衡、现货销售价值最大化；通过 EVI前期介入与服务模式，扩大汽车板技术服务影响能力，
促进汽车板产品价值提升。

(5) 全员全面全过程开展成本削减专项工作。

在全公司范围内强势推进“成本侧改革”，从费用削减、效率提升、精益制造、技术降本、经济运行等方面全方位系统策划
成本削减；以贡献现金流为核心策划组织各项工作，优化营运资金占用效率；以产品一贯制造技术为核心，聚焦规格拓展、
成本降低、制造稳定。实现从设计到生产低成本制造。

(6) 加大改革力度，激发队伍活力。

优化管理体制，减少人员配置，持续推进效率提升；深化薪酬分配改革，确保薪酬模式与生产组织形式相匹配。强化核心人
员管理；确保干部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与激情活力。

(7) 加快实现湛江钢铁从建设到经营的转变。

2016 年是湛江钢铁项目全面投产年，各条产线将以成本倒逼为核心，努力挖掘成本改善潜力点，提高成本竞争力，确保经
营亏损可控。

(8) 积极实施智慧制造试点项目。

开展三号高炉炉前作业自动化等 15 个装备自动化无人化项目，推进 1580 热轧智能车间项目，部分项目做到年内投运；推进
全方位交互响应、共创共享的智慧营销平台建设，支持面向互联网的营销新范式变革；深化网上采购模式，开展“互联网＋
采购”的采购供应平台转型建设。

(9) 推进新一轮规划落地。

新一轮规划继续以“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和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为战略目标，着力培育“成本变革、
技术领先、服务先行、智慧制造、城市钢厂”的企业能力。

3. 2016 年公司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业绩的承诺，请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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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持公司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需求，对公司经营计划涉及的投资资金的来源、成本及使
 用情况。

2016年公司预算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资金141.59亿元，其中湛江钢铁工程计划安排投资63.19亿元。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包括E、
F 料条改建筒仓续建、三烧结大修改造续建、一二期混匀料场和副料场封闭改造续建、矿石料场封闭改造、电厂超洁净排放
综合改造等。

( 四 ) 可能面对的风险

1、 公司整体风险情况，及有关应对风险举措

湛江钢铁实现从工程建设到试生产跨越。2015年是湛江钢铁项目的决战年、投产年，工程建设和生产准备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宝钢股份集全公司之力，实施“一厂包一厂、一部管一部”管控模式，积极发挥支撑员工在工程建设、生产准备中的作用。
湛江钢铁顽强拼搏，抓好工程建设的完整性、生产准备的系统性、人员能力的独立性、全体系的协同性，顺利实现“15·9”
一号高炉系统热负荷试车。2016 年是湛江钢铁项目全面投产年，需关注湛江钢铁员工独立顶岗操作能力及人员流失风险，
控制好生产成本；面对严峻市场形势，重点关注产品认证和产品拓展工作、二高炉投产节点的决策。

加强环保风险管控。2015 年，是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面对政府、社会愈加严格的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要求，公司密切
关注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变化动态，及时解读、比对并纳入或转化成公司的相关制度和管理要求，通过开展合规性自查
自纠、隐患排查、风险提示、环保项目推进、环保监察等一系列工作，全面降低或消除环保风险。各方协同，积极协调沟通，
应对地方环保部门连续性、高密度环保监察。定期编制并发布环保风险监控报告，根据风险等级与类型进行及时预警及风险
提示，并对预警信息进行专业监察与协调跟踪处理，公司全年环保风险整体受控。

公司能源管理体系能力稳步持续提升，生产技术指标绩效保持先进水平。各相关单元污染物排放指标均低于各地方政府的许
可值；通过推进公司重点环保项目实施，有效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超额完成上海市下达“十二五”减排责任目标，主要污
染物 SO2、NOx 总量减排分别超额完成 26%、23%；厂区环境及绿化得到持续改善，固废管理持续改进。

加强汇率风险管控。持续关注汇率、利率风险，积极应对市场突变，探索汇率风险锁定下的外汇融资，拓宽低利率融资渠道。
2015 年 8月央行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公司严格执行年度汇率风险管理预案，按照“外
汇融资利率加汇率锁定成本”小于可比人民币融资成本的敲出原则，对外币债务实施切换，公司将外汇融资汇率风险控制在
可承受范围内。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2016 年人民币汇率仍存有贬值压力。公司将进一步完善风险管控策略，建立
融资币种切换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地减少汇率风险敞口并降低汇兑损失。

2016 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经济发展新常态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主基调。

2、 2015 年度新增风险因素

基于对 2015 年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分析，综合评审，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经营目标的影响程度两个维度综合评价，梳
理出 2015 年度影响宝钢股份经营目标实现的 7 大风险点，主要涉足公司战略、市场、财务和运营风险四大领域。通过组织
落实重点风险评估及应对，切实加强风险管控，2015 年总体风险可控，无新增风险因素。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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