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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阮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利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逯玉龙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962,157,810.36 39,587,050,412.83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41,563,473.37 11,808,752,785.11 -2.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03,961.93 1,005,289,476.1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878,800,565.10 9,657,529,256.17 -3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133,792.01 30,913,847.3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420,739.01 25,285,136.0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0.29 减少 2.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6 0.004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6 0.004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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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6,197.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7,476.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156,727.56 

合计 5,286,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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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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252,25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31,600,950 54.79  质押 1,70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237,891 0.45  未知  其他 

黄奕操 22,399,97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翁秀平 15,243,300 0.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12,291,800 0.2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有贤 10,660,000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凯 8,664,19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能标 8,590,40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立涛 8,250,000 0.1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志伟 8,000,000 0.1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31,600,950 人民币普通股 3,431,600,9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237,891 人民币普通股 28,237,891 

黄奕操 22,399,970 人民币普通股 22,399,970 

翁秀平 15,24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43,3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12,29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1,800 

张有贤 10,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0,000 

陆凯 8,664,198 人民币普通股 8,664,198 

郑能标 8,590,408 人民币普通股 8,590,408 

王立涛 8,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0,000 

王志伟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

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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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降低60%，主要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售回款减少，以及公司

在保证资金链安全的前提下，适度降低带息负债，偿还了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2)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合计数较年初降低39.9%，主要是本期使用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原燃料等各类款项增加所致。 

(3)存货较年初增加24.8%，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产品外发的影响，导致产成品

库存暂时性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49.4%，主要是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对产品销售的影响，公司下

属销售公司留抵增值税额增加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113.07%，主要是本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发生的亏损额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6)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低43.45%，主要是本期发放2019年度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7)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178.29%，主要是本期公司本部消化了期初留抵增值税额所致。 

(8)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113.46%，主要是本期根据国家在疫情期间所出台的优惠政策，公

司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所致。 

(9)营业收入较上期降低39.13%，主要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发布

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根据业务属性对贸易业务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以

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10)税金及附加较上期降低32.53%，主要是期初母公司增值税留抵，消化留抵增值税导致本

期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11)研发费用较上期增加41.40%，主要是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降低，主要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销量降低，

但公司产品产量与去年持平，人工费用、动力能源介质等刚性支出变动不大，加之抗击疫情相关

支出增加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313.11%，主要本期公司在保证资金链安全的前

提下，通过适度降低带息负债的方式合理降低财务费用，从而偿还了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阮强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