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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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李明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外出参加会议

被委托人姓名
刘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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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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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首钢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0959

董事会秘书
陈益
北京市石景山路 99 号
010-68873028
010-88293727
Chenyi@shouga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属于钢铁行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烧结矿、焦炭、化工产品制造、
销售；高炉余压发电及煤气生产、销售；工业生产废异物加工、销售；销售金属材料、焦炭、化工产品、
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设备租赁(汽车除外)；仓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投资及投资管理。
2、迁顺基地钢铁产品包括热系和冷系两大类板材产品，其中热轧形成以管线钢、集装箱用钢、高强
钢、汽车结构钢、锯片钢、酸洗板为主的特色产品系列；冷轧形成以汽车板、硅钢、家电板、专用板、彩
涂板、普板为主的产品系列。
3、京唐公司属于钢铁行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钢铁冶炼、钢材轧制、其他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
和销售；烧结矿、球团矿、焦炭、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各种工业气体的生产和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冶金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备租赁、码头、仓储、运
输、物资供应；钢铁、其它金属及其压延产品以及矿石、煤炭、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工业生产过程中
的废弃物的加工、利用、销售；围海造地工程；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
京唐公司钢铁产品包括热系和冷系两大类板材产品，其中热轧形成以管线钢、集装箱用钢、高强钢、
汽车结构钢为主的特色产品系列，冷轧形成以汽车板、家电板、专用板、镀锡板、彩涂板、普板为主的六
大产品系列。
4、上述主要钢铁产品用途包括：管线用钢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等介质的输送；高强钢包括高强工
程机械用钢、保险柜和ATM用防爆钢、风机用钢、载重汽车车厢用钢等，主要用于制造起重机、泵车、专
用车等车辆的吊臂、车身、大梁以及鼓风机、矿用风机、电力风机的叶片等；耐候钢主要包括集装箱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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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罐用钢和电力塔架用钢；汽车结构钢主要包括汽车车轮钢、汽车大梁钢，用于制造轿车、客车、载重
汽车、工程机械、农用车等车辆的车轮以及各类汽车车架的横梁和纵梁等结构件；热轧专用板主要包括焊
接气瓶钢、锅炉和压力容器钢，可用于制造盛装液化石油气、液氮等气体的容器、特种设备中的承压设备；
热轧酸洗板主要用于汽车、压缩机、摩托车、机械制造以及五金配件等；冷轧汽车板主要用于汽车的内外
板、零部件等；硅钢主要用于电机、变压器制造行业；家电板主要用于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小
家电的内外板、结构板等；冷轧专用板包括链条钢、搪瓷钢、容器用钢、焊丝钢、制桶钢、摩托车标准件
等；镀锡板主要用于食品工业制作各种容器、冲压制品、包装材料等；彩涂板广泛应用于建筑业、造船业、
车辆制造业、家具行业等。
5、我国钢铁工业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期，“去产能”、清理“地条钢”改善了市场供求关
系，提高了优质产能利用效率，也为产业发展腾出了新空间。钢铁市场价格阶段性反弹并处于相对高位，
钢企经济效益明显好转。但钢铁产能供大于求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观，我国钢铁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比以
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供给质量、服务质量、生态环境质量日益增长的新需求，比以往任
何时候更加需要技术蕴含的巨大潜能和通过创新来孕育新动力。
面对钢铁业深度结构调整，绿色发展对钢企环保的严苛要求，公司坚定“保生存求发展”战略定力，
强化责任担当、问题导向，持续“抓管理、提质量、调结构、优服务、树品牌”，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水平
和质量效益，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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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
60,250,154,291.48
2,210,651,071.39

2016 年
41,850,407,993.16
400,963,972.92

2,209,924,573.87

375,841,127.21

9,333,531,190.92
0.4179
0.4179
8.70%
2017 年末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43.97% 36,344,215,674.08
451.33% -1,132,364,371.17
487.99% -1,157,738,038.08

7,861,026,789.13
18.73%
0.0758
451.32%
0.0758
451.32%
1.66% 增加 7.04 个百分点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34,158,519,805.27

127,205,940,032.97

26,419,676,048.08

24,381,433,034.94

5,974,377,803.91
-0.2141
-0.2141
-4.82%
2015 年末
122,800,551,150.6
5.47%
4
8.36% 23,306,396,501.5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一季度
15,143,471,941.07
496,597,901.20

第二季度
13,113,418,705.45
452,297,217.72

第三季度
15,882,570,357.31
813,510,005.64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490,751,441.84
459,784,350.04
811,080,823.68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2,388,559.71
625,779,692.41
2,158,856,11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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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第四季度
16,110,693,287.65
448,245,946.83
448,307,958.31
5,846,50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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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109,370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股东名称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7,459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比
持有有限售条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例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500,000,000
国有法人 79.38% 4,198,760,871 2,322,863,543
质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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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8L-FH002 深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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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卓奥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3.02%
1.51%
1.11%

159,790,000
79,900,000
58,590,000

0.95%

50,229,858

0.93%
0.50%

49,270,000
26,475,500

0.40%

20,966,144

质押
质押
质押

159,790,000
79,900,000
58,590,000

质押

49,270,000

0.35%
18,650,000
18,650,000
质押
0.27%
14,120,000
14,120,000
质押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卓奥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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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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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 年，我国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去产能进展顺利，钢铁生产保持平稳，优质产能
得到发挥，钢材市场需求有所增长，市场环境明显改善，钢材价格呈现了合理回升的发展态势。公司积极
应对市场，深挖企业潜力，持续降本增效，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业绩大幅增长。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营业收入 602.50 亿元，利润总额 33.45 亿元，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22.11 亿元,每股收益 0.42 元，总资产 1341.5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64.20 亿元。
1、抓住市场机遇，实现稳产顺产
2017 年面对环保加严，采暖季限产等多重困难和挑战，公司按照稳重求进、稳扎稳打原则，把握关键
环节，抓住市场机遇，实现稳产顺产、增产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1)迁钢公司：铁 742 万吨，同比增长 6.47%；钢 750 万吨，
同比增长 8.72%；材 705 万吨(含供冷轧公司 181 万吨)，同比增长 8.13%。(2)京唐公司:铁 833.5 万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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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6.13%；钢 833.1 万吨，同比下降 3.05%；材 746.4 万吨，同比增长 2.48%。(3)冷轧公司:冷轧板
材 176 万吨，同比增长 10.64%。
2、聚焦高端品牌，优化产品结构
2017 年公司矢志高端追求、持续结构优化，收获成果丰硕、实现成效显著。通过调整产品结
构，拓展高附加值产品，全年战略产品、高端领先产品大幅增量，为效益增长提供了支撑。(1)汽车
板完成 305 万吨，同比增长 24.5%。实现日系车企认证供货突破，向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供货；供
应上汽、长安、神龙等合资用户同比增长 37%；EVI 供货量 50 万吨，同比提高 57.9%。(2)电工钢
完成 150 万吨，完成 10 个新产品开发，新增客户 24 家。抢抓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市场新机遇，实
现对上海电驱动、精进电动等 5 家客户批量供应。取向电工钢完成供料 500kV 及以上超、特高压变
压器 105 台，其中 1000kV 特高压变压器 7 台；(3)镀锡板实现高端客户全覆盖，并被中粮集团评为
“优秀供应商”。
3、推进智能制造，促进提质增效
推进硅钢冷轧智能工厂建设，完成酸轧自动拆捆机器人、轧后库 2 台无人天车、连退自动取样
等硬件投入；烧结、混匀料场智能控制项目投用，球团智能过程控制系统上线运行；工程信息管理
平台全面上线，实现了工程进度实时监控和分析；标准成本预测系统完成搭建，为经营决策提供数
据支撑。自主开发计量设备管理信息化系统、协作单位管理系统、信息化私 有云平台，提升公司管
理效率；完成 72 台天车地操改造，占比提高到 41%；原燃料检验全自动系统投入使用，实现 43 个
点位原燃料样品送样及检测自动化，填补国内质检智能化应用空白，提升效率 30%以上，检验周期
缩短 80%以上；全自动分析系统酸溶铝检测的精度达到 0.00014%，样品检测全流程耗时只需 150 秒；
衡器集中远程管控系统，实现了首钢迁安地区 300 平方公里范围内 35 台大型衡器的集中管控，提
升司磅计量效率 40%；组建系统创新部，有序推进产销一体化经营管理智造项目。
4、坚持一流标准，做好节能环保
持续推进绿色行动计划，完成炼铁、炼钢环境除尘升级改造等项环境治理项目；积极响应政府部门重
大社会活动、极端恶劣天气停限产减排要求，26 次启动应急响应；迎接包括国家环保部、中央环保督导组、
省环保厅、市环保局检查共 137 次，检查结果表明，污染排放量远低于国家标准，污染排放绩效考核为绿
色企业，在唐山市采暖季钢铁行业限产企业中比例最低；京唐公司 2017 年取得全国钢铁行业第一张新版
排污许可证，迁钢公司、冷轧公司也均为第一批取得新版排污证的钢铁企业；京唐公司 1 号 5500 立高炉、
3 号 300 吨转炉双双荣获全国重点大型耗能钢铁生产设备节能降耗“冠军炉”；成为“中国 2017 年重点用
水企业水效领跑者”企业。环保工作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获得节能环保专项资金补贴。
5、加强成本管理，深化基地协同
坚持“一切成本皆可降”，通过多措并举，合理安排生产与检修，不断降低进口矿、原燃料采购、物
流及工序成本。围绕年度效益目标，通过成立 16 个攻关组、分解 786 项降本措施到岗到人，通过缩短转
炉冶炼周期，全面推广 RH 快速脱碳工艺，以及优化铁水和废钢装入模式，增加脱硫渣铁回用量等措施的
深入运用，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强化供应链协同，助力产线增效。通过产销运协同，积极应对淡旺季供需问题，合理匹配用户需求与
产线制造能力。通过加强产销研用协同，开展备坯备卷、集坯轧制、钢种合并等方式优化合同组织，助力
产线减少短浇次。协同产线强化带出品分级管理，多途径减少带出品实现增值增效；加强物流协同，实现
保产降本。发挥京唐公司自有码头运输优势，积极应对环保限行政策；完善汽运竞价规则，超额完成全年
物流降费任务。深挖铁路政策红利，实现降本增效。
6、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是严控库存资金占用。坚持刚性降库与经营库存相结合，扎实推进采购节奏、营销策略调整，进口
矿、备品备件联备联储，实现库存资金占用进一步降低，存货资金周转率稳步提高；二是加强产业链金融
运作，实现资金运作综合收益提升；三是加强税务筹划，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实现税金减免退。
7、抓实安全生产，提升管理水平
推行本质化安全模块管理，打造安全管理示范企业。创新安全管理思路，推进作业现场本质化安全管
理，推广“异常作业安全冷静五分钟”管理经验。各级政府对硅钢事业部在推行本质化安全管理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表示一致认可。利用试点单位探索创新管理模式，推行安全模块管理，实现了安全法规定的一岗
双责。持续推行《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工作量化标准》，构建横向安全职责管理网络，安全生产齐抓共管局
面逐步形成。推进安全标准化工作，6 个单元保持一级安全标准化水平。狠抓消防、治安、交通、维稳工
作，为经营生产创造安全稳定的内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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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股权投资管控，提高运行质量
坚持有进有退原则，完成所持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退出工作，拓展投资渠道，积极
推进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北京首新晋元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投资等有关工作。公司加强股权投资
项目的投资回报管理，报告期内，投资分红较上一报告期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产品名称
钢坯
热轧

营业收入
182,637,842.72
21,336,329,886.01

营业利润
17,526,170.11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毛利率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9.60%
-2.33%
85.82%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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