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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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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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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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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66,265 234,123 1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625 112,803 2.50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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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7 9,407 -12.01 

营业收入 77,993 80,771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8 3,174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682 3,144 17.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2.76 增加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0,8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79.737 13,130,265,267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家 2.701 444,813,261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 0.742 122,230,3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46 89,836,856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工商银

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未知 0.207 34,065,81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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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 32,970,563 0 无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未知 0.195 32,110,14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186 30,593,576 0 无 0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未知 0.183 30,093,799 0 无 0 

中国银行－易方达稳健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152 24,979,85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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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注：本报告期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流通股东一致。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当前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均处于深刻变化中，国内钢铁需求呈现大涨大落后的震荡回调，钢

铁行业经营形势复杂多变，公司面临转型升级、固化优势、变革创新的关键阶段。报告期内完成

铁产量 1276.1 万吨，钢产量 1327.0 万吨，商品坯材销量 1185.1 万吨,实现合并利润总额 50.2

亿元。 

面对下半年传统的市场淡季与湛江钢铁投产爬坡、公司综合性年修的影响，公司上下进一步转变

观念，巩固上半年成本削减成果，加大市场开拓、加强产销协同，努力消化外部不利因素影响。 

3.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7,993 80,771 -3.44 

营业成本 67,070 71,525 -6.23 

销售费用 1,016 971 4.63 

管理费用 3,362 3,494 -3.78 

财务费用 1,157 444 16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77 9,407 -12.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25 -8,584 -215.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86 3,170 606.09 

（1）财务费用同比上升 7.1 亿元，主要是：受吴淞地块长期应收款本金减少影响，上半年利息收

入同比减少 1.2 亿元；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6.2 亿元，其中：①为规避汇率风险，避免汇兑损失，

公司 2016 年主要采取以人民币为主的融资策略，较 2015 年以外汇为主的融资策略，融资利

率有所上升，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2.7 亿元；②随公司下属子公司湛江钢铁在建工程转为固定

资产，相应融资利息不再资本化，转列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1.5 亿元；③基于公司

对直接融资窗口的判断，及流动性管理需要，同比新增直接融资逾 200 亿元，利息支出同比

增加近 2 亿元，同时公司对阶段性闲置资金开展低风险保值增值运作，相应收益按到期日分

期确认投资收益。。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变动原因说明详见半年度报告之现金流量分析。 

 

3.2 主营业务经营分部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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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1 39,897 17.7 -5.8 -11.6 增加 5.4 个百分点 

加工配送 66,885 64,489 3.6 -8.1 -8.6 增加 0.4 个百分点 

信息科技 1,717 1,203 29.9 6.7 3.5 增加 2.2 个百分点 

电子商务 11,984 11,954 0.2 55.5 55.1 增加 0.2 个百分点 



化工 3,568 3,335 6.5 -8.4 -8.6 增加 0.3 个百分点 

金融 247 123 50.2 -23.2 -18.3 减少 3.0 个百分点 

分部间抵销 -54,679 -53,829 1.6 -3.7 -5.0 增加 1.4 个百分点 

合计 78,172 67,173 14.1 -3.5 -6.3 增加 2.5 个百分点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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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分部包括欧冶云商和化工宝公司业务，化工

分部为化工公司业务，金融分部为财务公司业务。 

3.3 主要钢铁产品营业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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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7 16,457 24.4 -3.6 -11.5 增加 6.7 个百分点 

热轧碳钢板卷 12,134 9,747 19.7 -2.1 -5.3 增加 2.7 个百分点 

钢管产品 2,930 2,920 0.3 -22.2 -22.2 减少 0.038 个百分点 

其他钢铁产品 4,273 3,701 13.4  0.2 -10.0 增加 9.7 个百分点 

合计 41,094 32,825 20.1 -4.4 -10.7 增加 5.6 个百分点 

注：钢铁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是得益于公司全方位推进成本削减工作以及持续

优化品种结构取得的成效。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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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细情况参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4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陈德荣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