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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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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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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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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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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特钢 600117 未变更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俊 李万顺 

电话 0971-5299673 0971-5299186 

办公地址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部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部 

电子信箱 Xiongjun9453@163.com jackson966@sina.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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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9,764,564.61 21,008,159,490.17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95,689,225.18 1,369,669,366.8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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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89,798.74 316,470,621.75 -45.40 

营业收入 4,227,308,846.00 4,387,571,805.32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631,010.18 58,468,495.46 -5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3,809,090.36 -89,382,265.36 -172.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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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35.37 369,669,184 0 质押 160,600,000 

青海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9.57 100,000,000 0 无 0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9.57 10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0 

北京恒溢永晟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57 100,000,000 0 无 0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

人 

1.05 10,995,293 0 无 0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37 3,899,000 0 无 0 

郑俊伟 未知 0.36 3,719,200 0 无 0 

王五可 未知 0.32 3,371,863 0 无 0 

刘思红 未知 0.18 1,857,600 0 无 0 

郑俊生 未知 0.14 1,5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西钢集团公司、青海物产集团、

青海机电控股、北京恒溢，其中西钢集团公司为控股股东，

青海物产集团和青海机电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都为青海省

国资委，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西宁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 

12 西钢债 122158 2012年7月

16 日 

2020年 7月

16 日 

40,095,000.00 6.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7.13   76.7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79   1.5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逾期债项。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指标完成情况 

主要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年 度 

项  目 
2019 年同期（万吨） 2020 年同期（万吨） 比同期增减（%） 

钢 83.15 89.29 7.38 

钢材 86.60 87.87 1.47 

焦炭 25.75 25.27 -1.86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 度 

项  目 
2019 年同期（万元） 2020 年同期（万元） 比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438,757.18 422,730.88 -3.65 

利润总额 4,652.91 6,771.47 45.5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846.85 2,363.10 -59.58 

 

（二）2020 年上半年主要工作 

1.克服疫情影响，强化生产要素管控，确保生产规模高位运行。 



公司以全年生产计划为指导，克服了疫情期间的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物流运输困难；通过

整合平衡生产要素，优化生产组织模式，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销号管理，实行设备“零热停”保

障管理原则，提升工艺管理水平；持续盘活库存，提高物流效率，钢产量、钢材产量、钢材销售

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确保生产规模高位运行。 

2.紧跟国家经济政策，调整营销策略，实现产销同比增长。 

公司以“稳规模、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为核心，持续深化营销机制体制改革，激发营

销人员的活力。在疫情期间贯彻落实“三抢三快三到位”的营销工作思路，加强对国内经济各行

各业的分析及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抓住工程机械、重卡、军工、新能源及

新基建市场钢材需求大幅增长的机遇，实现了销量同比增长。 

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力度，成立“汽车工程机械、钎钻具、铁路煤机船舶、军工”四大专业市

场开发项目。加强市场开发，实现了汽车用非调制钢销售 5 万吨。军工用钢、新能源用钢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 

3.坚持精细化管理，强化成本管控，全面落实降本增效措施。 

公司坚持对标挖潜工作，紧盯钢铁行业各工序成本先进指标，降低各工序原材料及能源消耗。

冶炼钢铁料消耗、钢包、炉壳寿命、耐材消耗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如电炉冶炼炉壳寿命创冶金行

业高水平。采购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紧盯供需及价格变化，以效益优先原则，坚持就近采购、集

中采购、招标采购降低成本。拓展供应商渠道，优化供应商结构，全面降本增效。 

4.持续科技创新，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公司以“三年质量提升计划”为导向，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开展了炼钢“三大工艺攻关”、加

工新工艺技术开发、品牌建设、重点品种承包管理等一系列工作，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实物质量的

市场竞争力。上半年取得省级科技成果 3 项、授权专利 3 项，完成省级技术中心验收，取得检验

检测机构 CMA 资质证书，通过 CNAS 复评审核及直读光谱扩项认证。同时取得中国船级社、美国

船级社、挪威船级社、英国船级社的 R4 及碳合结钢等 28 家企业供应商资格认证，实现了对舍弗

勒、卡特彼勒、戴姆勒、罗特艾德、潍柴体系、德西福格、美驰、中国重汽、东风商用车、现代

汽车、一汽汽车、长城汽车、吉利动力、康明斯、山特维克等企业批量供货。 

5.加强安全环保管理，不断提升安全环保水平。 

公司长期坚持开展日常安全管理及隐患排查治理，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的总目

标，不断夯实安全环保层级管理机制和过程管控，严格执行公司安全环保工作部署，对标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和应急管理工作，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优化危险作业管理和交通管控，规范危险废品

管理，公司整体应急管理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上半年公司安全运行平稳，在疫情期间未出现人员感染和疑似病例；未发生重伤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职业病、火灾、交通、环境污染事故为零；各类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100%、环保设施随主

体设备正常运行率 100%。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