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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22-01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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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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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696,247,7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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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钢不锈 股票代码 0008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志君 周金晓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传真 0351-2137729 0351-2137729 

电话 0351-2137728或 2137729 0351-2137728或 2137729 

电子信箱 tgbx@tisco.com.cn tgbx@tis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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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拥有完整的钢铁生产工艺流程及相关配套设施，主要从事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色

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等业务。 

（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有不锈钢、冷轧硅钢、碳钢热轧卷板、火车轮轴钢、合金模具钢、军工钢等。电磁纯铁、

超纯铁素体、双相钢、高碳马氏体、无磁钢、铁路客货车用钢、火车轮轴钢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公司坚

持以新制胜，重点产品批量应用于石油、化工、造船、集装箱、铁路、汽车、城市轻轨、大型电站、“神

舟”系列飞船等重点领域和新兴行业，软态不锈钢精密箔材（手撕钢）、笔尖钢、高锰高氮不锈钢、第三

代核电用挤压不锈钢C型钢等新产品为我国关键材料的国产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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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67,599,372,310.08 68,298,322,248.88 -1.02% 69,548,212,72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071,412,341.16 32,912,744,741.42 6.56% 31,944,472,941.47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01,437,349,754.32 67,419,390,555.56 50.46% 70,419,388,6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9,789,870.85 1,735,209,648.06 263.63% 2,118,860,40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89,762,085.59 1,654,556,451.07 280.15% 2,051,836,18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66,777,776.47 6,885,716,673.16 128.98% 3,871,370,19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8 0.305 263.28% 0.3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8 0.305 263.28% 0.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7% 5.35% 12.52% 6.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281,599,745.62 26,032,536,446.98 27,337,308,932.87 26,785,904,6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4,936,256.54 2,870,023,085.05 2,061,822,474.71 -486,991,94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7,634,561.64 2,879,257,367.17 2,056,706,831.32 -503,836,674.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1,754,977.58 4,973,146,952.20 3,242,700,924.59 4,189,174,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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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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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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3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3,76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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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31% 3,606,454,334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2% 302,779,433  未知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45,136,538  未知  

方威 境内自然人 0.79% 44,737,206  未知  

中金公司－建设银行－中金新锐股票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2% 18,006,876  未知  

张世居 境内自然人 0.25% 14,164,649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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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2% 12,544,848  未知  

薛桂范 境内自然人 0.19% 10,840,000  未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 1103 组合 
其他 0.17% 9,672,60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

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4% 8,228,3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因转融通业务出借

17,380,000 股到期返还而增加，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06,454,334 股；张世居持有的

14,164,649 股全部为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薛桂范持有

的 10,840,000 股全部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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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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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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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对外重要投资 

公司2021年2月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以现金出资受让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股份”）持有的

太重轨道公司20%股权，交易金额 54,843.68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20年12月23日由国运公司变更为

中国宝武。此次变更之前，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钢集团100%股权的国运公司同为太重股份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股权激励 

2021年12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本计划尚须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子公司重要事项 

1、2021年4月22日，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子公司及沈水公司吸收合并辽宁

公司的议案，注销长沙太钢销售有限公司、哈尔滨太钢销售有限公司、太钢国贸（俄罗斯）公司三个子公

司；并由沈阳沈水太钢不锈钢销售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辽宁太钢销售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于2021年4月24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13）、《关于子公司注销及吸收合并的公告》（2021-022）。 

2、2021年7月20日，公司八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上海等五个销售子公司并成立四个分

公司的议案，注销上海太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太钢销售有限公司、揭阳太钢销售有限公司、郑州太

钢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太钢销售有限公司5个销售公司，在重点消费区域揭阳、济南、郑州、重庆设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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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太钢不锈钢销售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青岛太钢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西安太钢销售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成都（太钢）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4个分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于2021年7月21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39）、《关于注销部分销售子公司并设立分公司的公告》（2021-04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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