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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武集团 指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集团 指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集团”），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武集团”）
的前身

武钢股份 指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钢股份”）

武钢有限 指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为武钢股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德勤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VI 指 供应商早期介入

碳钢 指
是铁和碳的合金，一般认为其含碳量在 0.04% 至 2% 之间，而大多数又在 1.4% 以下。钢
中含有铁、碳、硅、锰、硫、磷，没有其它合金元素，而且硅含量不超过 0.4%，锰含量
不超过 0.8% 的钢。

取向硅钢 指
指结晶排列有一定规律和方向的硅钢。其硅含量通常稳定在 3% 左右，铁损低，磁感应强
度高，公称厚度有 0.20mm、0.23mm、0.27mm、0.30mm 和 0.35mm 等。用于电力工业的各
种变压器等方面。

二次冷轧（DCR） 指
二次冷轧 (Double	 Cold	 Reduction) 冷轧带钢退火后代替平整而进行的再次冷轧，是生
产更薄且强度较高镀锡原 (板 )带的一种方法。

一、 公司信息

公司的中文名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 宝钢股份

公司的外文名称 Baoshan	Iron	&	Steel	Co.,Lt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 Baosteel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戴志浩

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一鸣 虞红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宝钢指挥中心
宝钢股份董事会秘书室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宝钢指挥中心
宝钢股份董事会秘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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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宝钢指挥中心

公司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201900

公司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宝钢指挥中心

公司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201900

公司网址 http://www.baosteel.com/

电子信箱 ir@baosteel.com

四、 信息披露及备置地点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名称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登载年度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网址 http://www.sse.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 885 号宝钢指挥中心

五、 公司股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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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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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相关资料

（一） 基本情况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境内）

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200002）

签字会计师姓名 许育荪、窦成明

七、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4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85,459 163,790 163,790 13.23 187,414 187,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66 	944 1,013 849.33 5,349 5,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94 1,085 1,085 711.29 5,794 5,7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73 21,177 21,177 -22.69 28,280 28,28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14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266 112,803 112,803 7.50 114,258 114,258

总资产 267,983 234,123 234,123 14.46 228,653 228,653

注：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调整说明详见第五节十三、2。

（二）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4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6 0.06 850.32 0.32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6 0.06 850.32 0.32 0.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55 0.07 0.07 729.50 0.35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8 0.84 0.90 增加 6.84 个百分点 4.78 5.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0 0.96 0.96 增加 6.74 个百分点 5.17 5.17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八、 2016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

第二季度
(4-6 月份 )

第三季度
(7-9 月份 )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

营业收入 35,273 42,719 55,443 52,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9 1,940 2,129 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20 2,162 1,905 3,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01 876 1,145 6,951

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6 年金额 2015 年金额
（调整后）

2015 年金额
（调整前）

2014 年金额
（调整后）

2014 年金额
（调整前）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9 100 100 46 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3 506 506 637 63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26 252 252 26 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563 -944 -852 -1,129 -5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1 41 41 -46 -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8 -15 -15 -6 -6

所得税影响额 12 -82 -105 26 -121

合计 -28 -141 -73 -445 -2

十、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当期变动 对当期利润的影响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73 1,123 250 13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31 3,529 2,197 3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 35 32 -15

合计 2,208 4,687 2,479 148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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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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