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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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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口径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237,328,548.85 元，加上 2018 年末未分配利润-3,815,198,843.70 元，本年可

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2,577,870,294.85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 2019年度盈利

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董事会拟定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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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钢宏兴 60030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利军 孙延锋 

办公地址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电话 0937-6715370 0937-6719802 

电子信箱 irjg@jiugang.com irjg@jiug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热轧、冷轧以及不锈钢生产为一体，

具备年产 1000 万吨以上钢材生产能力的综合型钢铁企业,目前形成了以嘉峪关本部和兰州榆钢两

大生产基地，产品主要涵盖碳钢、不锈钢、金属复合板及钛材加工线四大生产体系。碳钢产品覆

盖线、棒、板、带四大系列，主要产品有高速线材、棒材、中厚板材、热轧卷板、冷轧卷板、各

类涂镀材卷板（镀锌、镀铝锌、锌铝镁）等。不锈钢产品主要形成了铁素体、奥氏体、马氏体和



双相不锈钢等四大系列产品；金属复合板产品包括金属薄膜板、减振板和彩色层压钢板等系列；

同时，借助不锈钢生产体系的完整性和装备先进性，打造形成了钛材加工产线。公司产品焊条焊

丝钢、压力容器钢、桥梁用钢、管线钢、集装箱用钢、汽车结构钢、冷轧基料等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享有广泛的声誉，公司生产的不锈钢产品拓展应用于军工、石油化工、核电设备领域。公司所

有产品均已通过 ISO9001：2000 版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理化检验通过了

国家实验室认可。其中，A、B、D 级船板钢通过中国、英国、挪威、德国和日本五国船级社认证，

热轧带肋钢筋获得国家产品质量免检证书。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钢材销售主要通过各区域销售子公司开展与市场及终端用户的业务洽谈，获取产品订单，

签订销售合同后形成公司生产计划，按照“以销定产”的方式开展产品营销行为。采用“先款后

货”的预收款方式销售钢材，降低了应收款项呆坏账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优化资源配置、

收缩销售半径开展工作，进一步拓展西北地区销售渠道，加强重点单位、重点工程对接，进一步

提升西北地区钢材市场占有率，强化区域市场话语权，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全年西北地区销量占

比 75.28%，同比提高了 7.4 个百分点。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钢铁行业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巩固去产能成果，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但由于钢铁行业优质产能的快

速释放，钢材供应维持高位，钢材价格呈窄幅波动下行走势；而钢铁产量增长带动铁矿石等原料

需求增加的同时，巴西矿难、澳大利亚飓风等事件影响铁矿石价格屡创新高，产品价格走低和原

材料价格的回升，影响钢铁企业利润空间不断收窄。 

1.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 亿元，同比增长 10.06%；全国生铁、粗

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 8.09 亿吨、9.96 亿吨和 12.05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5.3%、8.3%和 9.8%，粗钢

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19 年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较好，基建、房地产等下游行业运行稳定，国内粗

钢表观消费量约 9.4 亿吨，同比增长 8%。  2.钢材进出口双双下降。2019 年，我国累计出口钢

材 6429.3 万吨，同比下降 7.3%；累计出口金额 537.6 亿美元，同比降低 11.3%。累计进口钢材 1230.4

万吨，同比下降 6.5%；累计进口金额 141.1 亿美元，同比降低 14.1%。  3.钢材价格窄幅波动。

2019 年钢材价格总体平稳，呈窄幅波动走势。5 月初达到最高 113.1 点，10 月底震荡下降至年内

最低 104.3 点。全年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均值为 107.98 点，同比下降 6.77 点，降幅为 5.9％。  4.

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2019 年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 10.7 亿吨，同比增长 0.5%，进口金额 1014.6



亿美元，同比增加 266.4 亿美元，增幅 33.6%，全年平均价格为 94.8 美元/吨，同比增加 34.3％。

与上年相比，进口总量保持稳定的同时，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对下游钢铁制造业利润影响较大。  

（上述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网站、国家工信部网站）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9,587,050,412.83 39,777,714,691.91 -0.48 39,860,972,168.97 

营业收入 46,736,057,848.24 45,431,114,804.26 2.87 40,987,348,81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37,328,548.85 1,092,667,119.74 13.24 421,160,88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44,621,184.19 958,466,605.64 19.42 529,157,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808,752,785.11 10,535,867,971.56 12.08 9,597,050,28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34,989,458.92 3,574,204,684.29 -12.29 2,032,672,45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76 0.1745 13.24 0.06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76 0.1745 13.24 0.0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94 10.77 

增加0.17个

百分点 
4.5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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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7,529,256.17 13,109,820,284.42 13,121,569,605.75 10,847,138,7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913,847.36 738,518,179.85 483,536,532.48 -15,640,0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285,136.05 734,016,527.95 482,020,764.39 -96,701,24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5,289,476.10 278,048,692.13 1,577,819,367.84 273,831,922.8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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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7,1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2,25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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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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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409 31,475,591 0.50 

  

未知   其他 

黄奕操 9,429,148 22,399,97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

银行－景顺长城基金

工行500增强资产管理

计划 

13,105,900 13,105,900 0.21 

  

未知   其他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

银行－景顺长城基金

工行300增强资产管理

计划 

10,413,000 10,413,000 0.17 

  

未知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三零一组合 
9,266,700 9,266,700 0.15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景顺长城沪

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9,176,200 9,176,200 0.15 

  

未知   其他 

陆凯 0 8,664,19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宋炳跃 0 8,636,300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能标 8,595,508 8,595,50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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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7.3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7 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9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年度报告全文。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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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6 户，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

相比，减少 1 户，其中：陇南酒钢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陇南矿业”）因注销，合

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经营活动

为钢铁冶炼、钢材生产及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