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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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正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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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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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1,318,240,605.74 39,587,050,412.83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81,474,476.93 11,808,752,785.11 3.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2,047,290.96 2,861,157,536.07 -27.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6,582,844,020.35 35,888,919,146.34 -2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298,395.80 1,252,968,559.69 -7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785,443.60 1,241,322,428.39 -7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11.20 减少 8.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2 0.20 -7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2 0.20 -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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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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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977.41 15,367,699.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32,638.71 -10,286,239.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535,685.07 431,491.78 

合计 -9,380,976.23 5,512,9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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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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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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秀平 23,099,500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奕操 22,399,97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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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2,291 0.26 

 
未知 

 
其他 

张有贤 10,660,000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先相 10,541,417 0.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铮 8,673,10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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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秀平 23,0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99,500 

黄奕操 22,399,970 人民币普通股 22,39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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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2,291 人民币普通股 16,032,291 

张有贤 10,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0,000 

周先相 10,541,417 人民币普通股 10,541,417 

陈铮 8,6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8,6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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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合计数较年初增加 54.94%，主要因本期销量增加，致使应收票据

收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年初上升 26.59%，主要因截止报告期末尚未收到出售全资子公司嘉利兴股权

转让款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 33.33%，主要因留抵增值税减少所致； 

4.在建工程较年初下降 29.75%，主要因炼铁厂 7号高炉更新改造项目暂估转固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上升 51.76%，主要因对未来可税前利润弥补的亏损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所致； 

6.应付票据较年初上升 89.85%，主要是报告期内产量增加引起采购量增加、票据融资付款额

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较年初上升 85.94%，主要因销售额变动引起期末应交增值税阶段性增加所致： 

8.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上升 201.1%，主要因公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积极争取政府有关

社会保险缓交政策所致；  

9.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下降 42.35%，主要因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威斯特公司分红所致； 

10.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27.02%，主要因报告期内带息负债规模下降及汇率变动影响所

致； 

11.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98.55%，主要因本期收到的稳岗补贴等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68.94%，主要因本期收到参股公司财务公司分红款所致； 

13.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32.25%，主要因控股子公司威斯特收到以前年度股权转让

款，同时转回了计提的相应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14.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355.63%，主要因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榆钢公司支付诉讼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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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展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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