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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邱银富
董事
外出洽公
刘建辉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首钢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0959

董事会秘书
陈益
北京市石景山路 99 号
010-68873028
010-88293727
Chenyi@shouga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属于钢铁行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烧结矿、焦炭、化工产品制造、
销售；高炉余压发电及煤气生产、销售；工业生产废异物加工、销售；销售金属材料、焦炭、化工产品、
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设备租赁(汽车除外)；仓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投资及投资管理。
2、迁顺基地(包括迁钢公司、冷轧公司、智新公司)钢铁产品包括热系和冷系两大类板材产品，其中
热轧形成以管线钢、集装箱用钢、高强钢、汽车结构钢、锯片钢、酸洗板为主的特色产品系列；冷轧形成
以汽车板、硅钢、家电板、专用板为主的产品系列。
智新公司于2018年3月成立，前身为硅钢事业部，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冷轧电工钢板带制造；冶金专
用设备制造；电机制造；输送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该公司为冷
轧电工钢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基地，拥有完整“产、销、研”一体化流程，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电机、
高端变频压缩机、超高效电机、一级能效变压器以及特高压等领域用钢的生产、销售、研发工作。
京唐基地钢铁产品包括热系和冷系两大类板材产品，其中热轧形成以管线钢、集装箱用钢、高强钢、
汽车结构钢、中厚板为主的特色产品系列，冷轧形成了汽车板、家电板、专用板、镀锡板、彩涂板为主的
产品系列。
3、主要钢铁产品用途包括：管线用钢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等介质的输送。高强钢包括高强工程机
械用钢、保险柜和ATM用防爆钢、风机用钢、载重汽车车厢用钢等，主要用于制造起重机、泵车、专用车
等车辆的吊臂、车身、大梁以及鼓风机、矿用风机、电力风机的叶片等。耐候钢主要包括集装箱用钢、搅
拌罐用钢和电力塔架用钢。汽车结构钢主要包括汽车车轮钢、汽车大梁钢，用于制造轿车、客车、载重汽
车、工程机械、农用车等车辆的车轮以及各类汽车车架的横梁和纵梁等结构件。热轧专用板主要包括焊接
气瓶钢、锅炉和压力容器钢，可用于制造盛装液化石油气、液氮等气体的容器、特种设备中的承压设备。
热轧酸洗板主要用于汽车、压缩机、摩托车、机械制造以及五金配件等。冷轧汽车板主要用于汽车的内外
板、零部件等。硅钢主要用于电机、变压器制造行业。家电板主要用于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小
家电的内外板、结构板等。冷轧专用板包括链条钢、搪瓷钢、容器用钢、焊丝钢、制桶钢、摩托车标准件
等。镀锡板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制作各种容器、冲压制品、包装材料等。彩涂板广泛应用于建筑业、造船业、
车辆制造业、家具行业等。中厚板主要包括桥梁钢、造船及海工钢、管线钢、风电钢、高建及Z向钢、工
程机械用钢、容器板、储罐及水电钢等，广泛应用于能源、造船及海洋平台、机械制造、桥梁建设、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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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及电力工程等行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比上
2017 年
2016 年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65,776,660,538.90 60,250,154,291.48 60,244,042,834.78
9.18% 41,850,407,993.16 41,850,407,993.16
2,403,750,672.16 2,210,651,071.39 2,210,651,071.39
8.73%
400,963,972.92
400,963,972.92
2,370,753,271.57 2,209,924,573.87 2,205,846,450.98

7.48%

375,841,127.21

375,841,127.21

12,459,389,585.17 9,333,531,190.92 9,333,531,190.92
0.4544
0.4179
0.4179
0.4544
0.4179
0.4179

33.49% 7,861,026,789.13 7,861,026,789.13
8.73%
0.0758
0.0758
8.73%
0.0758
0.0758
同比增加
9.29%
8.70%
8.70% 0.59 个百
1.66%
1.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分点
本年末比
2017 年末
上年末增
2016 年末
2018 年末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34,158,519,805. 134,158,519,805.2
127,205,940,03
135,106,278,049.83
0.71%
127,205,940,032.97
总资产
27
7
2.97
26,419,676,048.0
24,381,433,034
26,419,676,048.08
-4.06%
24,381,433,03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347,851,871.23
8
.9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
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一季度
14,612,322,479.74
504,543,137.40

第二季度
16,924,249,581.21
919,944,409.38

第三季度
16,919,306,038.57
716,316,678.04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499,050,532.92
915,951,375.79
713,095,664.56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1,957,902.26
4,375,730,572.15
3,128,142,96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第四季度
17,320,782,439.38
262,946,447.34
242,655,698.30
3,433,558,146.79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106,610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2,32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股东性
质
国有法
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79.38% 4,198,760,871
3.02%
1.51%
1.43%

159,790,000
79,900,000
75,710,47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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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863,543 质押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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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伟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11%
58,590,000
0.93%
49,270,000
0.50%
26,475,500
0.35%
18,650,000
0.33%
17,500,000
0.31%
16,404,537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北
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石榴港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018 年 11 月 30 日，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
首钢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312,515,500 股，转入其在东北证券、申万宏源开立的
融资融券信用帐户中。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市场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钢材年均价格高位运行，钢铁行
业效益达到较高水平。公司把握市场有利时机，坚定保生存求发展战略定力，持续加强运营管控，坚持改
革创新，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营业收入657.77亿元，同比增长9.18%；利润总额31.59亿元，
同比下降5.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4.04亿元,同比增长8.73%；每股收益0.45元，总资产1351.0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253.48亿元。
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迁钢公司(含智新公司)：铁689万吨，同比下降7.1%；钢741万吨，同比
下降1.2%；钢材701万吨(含供冷轧公司176万吨)，同比下降1.7%。冷轧公司:冷轧板材178万吨，同比增长
1.1%。京唐公司:铁755万吨，同比下降9.5%；钢814万吨，同比下降2.3%；钢材770万吨，同比增长3.2%。
1、全面优化运营，提升发展质量。加强市场运作，采购端实现供应链更安全、采购方式更灵活、策
略调整更主动，进一步降低采购降本。加强内部攻关，瞄准先进企业，围绕工艺技术、质量物耗、效率效
益等方面，多措并举开展攻关活动，实现降本增效支撑业绩提升。加强资金统筹，强化低库存快进快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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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率提高1.7次；备件联备联储，节约资金。加强货款管控，秉承“应收尽收”原则，严控货款和
发货管理，应收账款周转率提升7.6次。加强产融结合，优化资产结构，利用低息贷款置换降低财务费用；
响应国家去杠杆政策，积极偿还贷款；加强税务筹划，享受政策红利。
2、全面生产管控，提高制造水平。推进精品战略，实现产品价值创造、价值提升。推进一贯质量管
控和全流程质量攻关，保证产品质量。聚力品牌引领，汽车板、电工钢、镀锡板等产品结构、渠道及新品
开发实现全面突破。汽车板完成316万吨，同比增长3.64%。迁顺基地实现日系产品供货及认证新突破，通
过沃尔沃体系审核，完成供长城H6车型侧围外板生产。京唐基地DP780及以上级别超高强钢同比大幅增加，
成功为上汽大众供货。电工钢完成160万吨，其中无取向高牌号高端比例进一步提升，形成高磁感、高强
度、低损耗新能源汽车用产品系列，主要性能赶超世界一流企业。取向电工钢高端比例提升8个百分点，
薄规格比例提升22个百分点；两项低噪声产品全球首发；实现S14型配电变压器材料批量供货，完成2台S15
型配电变压器试制。镀锡板完成47万吨，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完成三缩颈罐认证，高端产品同比增加25%，
进入国内先进行列。
3、全面营销管控，强化服务增值。持续深化服务营销，加快从钢铁制造商向“制造+服务”综合供应
商转型取得成效。一是推进产品升级，优化品种结构，形成全系列、全品种、全覆盖供货能力。汽车板、
电工钢、镀锡板三大战略产品产量均创历史新高。汽车板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二，电工钢综合实力国内第二
(其中取向电工钢0.20mm及以下高端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镀锡产品居身国内高端市场第一梯队。二
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渠道结构。客户已涵盖能源、汽车、交通、家电、集装箱等行业的领军企业。与中
国石油、中国中铁、中国一汽等19家世界500强构建了稳固、良好合作关系；实现了与上汽、海尔、格力
等36家中国500强长期稳定合作。汽车板已成为宝马、北汽、吉利、长城等知名品牌主要供应商(其中为宝
马和长城第一供应商)，产品打入日系、上汽等知名品牌。无取向电工钢保持在美的、格力、日立市场份
额第一，并加快高端用户及新能源汽车用户开发步伐。取向电工钢新开发一批薄规格高牌号客户。三是加
强技术营销，提高EVI服务能力。首钢服务正在融入客户产品设计、质量设计和成本设计中，全年推进42
项EVI先期介入项目。四是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全面整合产销研服务资源，完善一体化服
务模式，实现重点产品、主要用户驻厂服务全面覆盖，为重点客户搭建专属服务团队，快速响应客户诉求，
进一步提升了品牌价值。
4、全面基础管控，强化系统支撑。一是抓实安全环保，推广本质化安全管理，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试点，实现安全风险持续降低。应对环保加严，主动完善绿色行动计
划，全面完成全国“两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要活动和重污染天气环境质量保障任务。迁钢公
司被评为唐山市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污染排放绩效评价唯一一家A类钢铁企业，京唐公司被评为国家级
绿色工厂。二是抓实科技创新，迁钢公司高炉炉顶料罐煤气及粉尘全回收、零排放技术填补冶金行业空白；
京唐转炉低温出钢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帝国理工、中国一汽等新建9个联合实验室。三是抓实智能
制造，迁钢公司硅钢一冷轧智能工厂项目竣工投用，一体化智能炼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京唐公司烧结、
球团等智能化控制项目投入使用。四是抓实精益管理，迁顺基地引入阿米巴经营核算管理，实施焦点课题
攻关；京唐基地瞄准先进企业确定对标指标，建立进度、预警、通报与检查反馈机制。
5、全面组织优化，改革创新提效。一是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集中采购和营销前移把握购销两端市
场，迁钢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及时调整废钢比例；京唐公司试点成本派驻管理，精益成本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二是推进转型提效，迁顺基地压缩基层机构；京唐基地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和用工制度改革，全员实物劳
动生产率同比提高74吨钢/人•年。三是推进基层创新。迁顺基地挖掘职工智慧，激发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实现质量检验小投入撬动大效益；京唐公司持续深化“纵向晋升、横向互通”职业发展通道，增强企业凝
聚力，提升企业效益。
6、全面强化协同，提升协同优势。持续自我提升、协同创优，提升全体系制造能力，多项指标创历
史最好水平。一是强化经营统筹，统筹制定产品推进、质量提升、库存经营、市场化改革等12项重点任务
及22个专题攻关方案。二是强化协同创效，持续推进采购协同、产线协同、专业协同、检修协同，实现协
同创效。三是强化改革创优，推动成本变革、机制变革、管理变革，滚动实施“绿色行动”计划，全面提
升公司整体实力及区域市场竞争力。
7、加强对外投资管控，助力主营业务。为适应未来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突出硅钢专业化经营生产，
向智新公司增资50亿元；结合项目建设需要，拟增资京唐公司；发挥主业优势，借力并购基金，继续拓展
高端产品制造能力，做好投资新能源汽车材料公司有关工作；强化投资回报管理，报告期内投资分红收益
10396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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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产品名称
钢坯
热轧
冷轧
其他钢铁产品
气体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199,272,953.13
156,164,916.90
22,374,672,870.28 18,610,859,401.52
39,442,412,921.65 35,550,472,036.72
794,723,187.14
692,899,408.41
270,047,934.02
238,581,651.16

21.63%
16.82%
9.87%
12.81%
11.65%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9.11%
-5.42%
12.03%
4.87%
-0.03%
4.07%
9.62%
12.72%
-2.47%
32.44%
44.92%
-7.51%
58.75%
125.02%
-26.0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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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A、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对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
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②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
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对可比
期 间 的 比 较 数 据 进 行 调 整 ， 调 增 2017 年 度 其 他 收 益 6,111,456.70 元 ， 调 减 2017 年 度 其 他 业 务 收 入
6,111,456.70元。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B、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新设一家全资子公司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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