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7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 4 月 22 日

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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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赵民革、总经理刘建辉、总会计师李百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龚娟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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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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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17,150,763,933.52

15,387,593,768.93

11.46%

198,748,823.96

274,208,948.18

-27.52%

189,019,530.01

274,734,879.67

-31.20%

-112,767,718.55

1,130,256,251.70

-10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0.0518

-27.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0.0518

-2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1.07%

降低 0.34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142,073,724,675.68

141,370,925,410.35

0.50%

27,104,743,398.21

27,028,680,992.20

0.28%

减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12,627,408.96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383,086.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43,494.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18,546.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06,149.92

合计

9,729,293.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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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99,826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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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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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4.38% 3,405,352,43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5.00%

793,408,44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2%

159,790,00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

79,900,000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11%

58,590,000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3%

49,270,0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50%

26,475,500

刘伟

0.49%

26,100,0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35%

18,65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29%

15,238,655

232,286,354 质押

2,099,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数量

3,173,066,077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93,408,44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9,790,00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9,900,000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58,590,000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270,0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6,475,500

刘伟

26,100,0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65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238,655
首钢集团持有宝钢股份 2.19%股权，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宝钢股份 61.93%股权，除此之外首钢集团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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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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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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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和受疫情影响赊销增加所致。
2、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3、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一季度受疫情影响预收款减少所致。
4、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5、专项储备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6、本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本期结转进损益增加所致。
7、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8、本期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9、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10、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
是购买原燃材料现金支出增加所致。
11、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支付工程建设款增加
所致。
12、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和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3、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4、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偿还集团内部和非金融机构借款减少所致。
15、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筹资活动
中取得借款大于偿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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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钢集

1、根据首钢钢铁业发展规划，首钢股份将作为首钢

团有限

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及上游铁矿资源产业发展、整合

公司(原

的唯一平台，最终实现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上

名首钢

游铁矿资源业务整体上市。

总公司)

2、在首钢集团其它从事钢铁经营生产业务的公司通
5

履行过程中。2018
2018 年 12
月 27 日

详 见 年 12 月，首钢股份
承 诺 和京唐公司共同与
内容

首钢集团签署《首钢
集团有限公司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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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积极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进一步优化调整

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产品结构，实现连续 3 年盈利，且行业整体状况不出现

司及首钢京唐钢铁

较大波动的情况下，首钢集团将按照证券法律法规和行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业政策的要求，启动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合并、重组等

之管理服务协议》，

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式将相关优质资产注入首钢

首钢股份和京唐公

股份，并在启动相关事宜后的 36 个月内完成。

司共同为首钢集团
所属钢铁板块资产
和业务共计 17 家标
的企业提供管理服
务。其中首钢矿业公
司等 14 家由首钢股
份负责，首钢凯西钢
铁有限公司等 3 家
由京唐公司负责。

待未来市场好转、首钢矿业公司实现连续两年稳定
盈利，且行业整体状况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情况下，首
首钢集

钢总公司将启动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事宜，并在

团有限

36 个月内完成。在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前，对于

公司(原

首钢股份与首钢矿业公司必要的关联交易，首钢总公司

名首钢

将敦促首钢矿业公司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与首钢

总公司)

股份进行相关交易，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首钢股份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相
应的审议批准及信息披露程序。

首钢集
团有限
公司(原
名首钢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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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4
月 20 日

详 见
承 诺 履行过程中。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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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首钢股份(包括其控制的企
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
首钢股份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
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与首钢股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
协议，并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
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2、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首钢
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或使首钢股份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3、如违反上

述承诺与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进行交易，而给首钢
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本公司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司 51%的股权，促使
京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有限
首钢集

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团有限

1、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在未取得正式或临时港

公司(原

口经营许可证时不实际开展通用散杂货泊位工程项目

名首钢

(552 米岸线码头工程)港口经营业务。

总公司)

2、本公司承诺促使港务公司在未取得正式或临时港
口经营许可证时不实际开展通用码头工程(1600 米岸线
码头工程)港口经营业务。
首钢集团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司 51%的股权，促
使京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有

首钢集
团有限
公司(原

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首钢集团承诺促使京唐公司确保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

名首钢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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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09
月 29 日

详 见
承 诺 履行过程中。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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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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