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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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靳伟
董事长
外出学习
张功焰
王涛
董事
外出参加会议
刘建辉
唐荻
独立董事
外出参加会议
杨贵鹏
尹田
独立董事
外出参加会议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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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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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片钢、酸洗板为主的特色产品系列；冷轧形成汽车板、硅钢、家电板、专用板、镀锡板、彩涂
板、普板产品系列。
2、2015年4月，公司启动重大资产置换。截止2015年底，重大资产置换交割完成，2016年4月京唐公
司完成董事会改选及章程修订，首钢股份具备合并其会计报表的条件，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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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唐公司的产品分为热系和冷系两大类，其中热轧形成了以管线钢、集装箱用钢、高强钢、汽车结构
钢为主的特色产品系列，冷轧形成了汽车板、家电板、专用板、镀锡板、彩涂板、普板六大产品系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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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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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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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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6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经济增长积极性因素增多，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国家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工业增加值增速、企业效益、固定资产投资均企稳回升，
PPI(生产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并进一步上升。但是钢铁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销售利润率低、负债率
高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
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公司坚持问题导向，以把工作做到更好、更到位为目标追求，把精细管理贯穿
始终，把任务交账贯穿始终，努力把各项措施高标准落实到位，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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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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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
2015 年
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41,850,407,993.16 17,843,232,849.43 36,344,215,674.08
1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3,985,250,720.77

51,154,037,507.19

400,963,972.92 -1,136,621,053.88

-1,132,364,371.17

135.41%

62,643,797.43

125,943,199.90

375,841,127.21 -1,157,738,038.08

-1,157,738,038.08

132.46%

-147,951,114.91

-147,951,114.91

7,861,026,789.13

751,645,463.63

5,974,377,803.91

31.58%

3,105,728,791.27

9,986,345,822.40

0.0758
0.0758

-0.2149
-0.2149

-0.2141
-0.2141

135.41%
135.41%
增加 6.48
-4.84%
-4.82%
个百分点
本年末比
2015 年末
上年末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0.0118
0.0118

0.0238
0.0238

0.28%

0.64%

1.66%

2016 年末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127,205,940,032.97 66,538,457,393.16
122,800,551,150.64
3.59% 61,546,325,239.24 125,808,657,912.58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24,381,433,034.94 23,306,396,501.58
23,306,396,501.58
4.61% 23,548,992,931.05
23,548,992,931.05
产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
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
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一季度
7,948,311,639.30
-665,323,698.50

第二季度
10,354,142,181.53
681,775,346.08

第三季度
11,092,664,100.22
120,371,321.89

单位：人民币元
第四季度
12,455,290,072.11
264,141,0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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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943,582.48
527,590,860.59
108,160,726.19
261,033,122.91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0,682,907.28
601,821,735.49
1,803,030,194.42
4,925,491,9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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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中第一季度的数据与已披露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营业收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差异分别为4,514,339,783.43元、-183,003,251.18元、235,130,646.01元，产生差异的原因：201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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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公司取得对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的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按照会计准则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规定，对公司前
期财务报告追溯调整。除上述情况外，上表中其他季度数据及四个季度加总数与本公司已披露的2016年半年度、第三季度及
2016年年度财务指标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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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109,553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首钢总公司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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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孙晶
北京贝加尔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1,06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0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4,198,760,871
2,322,863,543
169,862,202
78,559,600
62,678,658
持股数量

79.38%
3.21%
1.49%
1.18%
1.09%

57,893,959

0.91%
48,159,846
0.73%
38,702,826
0.37%
19,704,700
0.32%
17,117,890
0.30%
15,790,461
首钢总公司与其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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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贝加尔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
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为人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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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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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增长积极
性因素增多。钢铁行业去产能等各项政策陆续出台后，市场向好，钢材价格先抑后扬，稳中趋好，全行业
实现扭亏，但是钢铁行业远未走出困境。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公司全体员工眼睛向内，顽强拼搏，对外
主动应对市场和经营环境，对内强化细化管理，深入开展挖潜增效、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市场营销能力,
实现扭亏为盈。
一是成本控制能力显著增强。强化经营意识，推进采购降本。组合运用量价挂钩、波段采购、竞标降
价、物料直供、现金给付、工序主动调整适应等措施，实现迁顺基地原燃料跑赢市场，进口矿跑赢普氏指
数；京唐基地国内原燃料、进口矿采购价格均跑赢市场。强化工艺优化，推进技术降本。迁顺基地积极开
展钢种成分优化、牌号归并、工艺路线调整、降低质量切损等系列攻关，实现技术降本。京唐基地聚焦重
点质量缺陷攻关，精准落实合金替代，降低加热炉板坯烧损，减少中间坯切头尾等多项措施，努力提供技
术降本贡献率。强化能源管控，推进能源降本。迁顺基地合理安排发电机组运行，积极推进移峰填谷组织、
科学调整制氧机组运行、节能技术运用等措施，全工序能耗完成年度计划指标。京唐基地完善能源管理体
系，加快能源技改项目实施，吨钢综合能耗、水耗连年降低，实现炼钢全工序负能冶炼；1号高炉、3号转
炉同时荣获全国重点大型耗能钢铁生产设备节能降耗对标竞赛“冠军炉”。强化压力传导，推进全员降本。
迁顺基础加强职工合理化建议评审及实施，实现成果转化创效；京唐基地深入开展劳动竞赛，调动职工自
主降本积极性，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二是强化高端制造，拓展产品品牌。汽车板、电工钢、镀锡板三大产品厚积薄发，家电板国内市场占
有率居行业第一，超高强钢Q960E成为国内货车轻量化的标杆产品，增强塑性双相钢590DH等5项新产品国
内首发。产品制造呈现由“跟随”向“引领”迈进的良好态势。汽车板产量创出历史最好水平，镀锌、高
强、外板产量同比分别提高45.61%、51%和46.31%；以宝马、奔驰、菲亚特等为代表的合资品牌供货量大
幅增加，同比提高41.54%，合资品牌汽车板供货量达到总产量的23.42%，同比提高3.54个百分点；以吉利、
长城为代表的高端自主品牌客户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推动了汽车板结构及销售渠道优化。电工钢连续五
年增产。取向电工钢覆盖20SQGD070-30SQG120全系列牌号，实现高牌号20SQGD075-27SQGD085批量生产及
超宽超薄规格突破；获得500kV及以上变压器订单112台，750kV超高压变压器材料供应填补空白，首台
1000kV特高压变压器开始制造，跻身变压器材料供应世界第一梯队。无取向电工钢掌握第二代高磁感技术，
35SW1900成功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高转速驱动电机；高端家电变频用无取向35SW300产品实现升级，磁性能
提高5%。镀锡板全面进军国内高端客户，实现在奥瑞金和中粮的供货份额国内第一。超薄SR材镀锡板除DI
材外，0.2mm以下1050mm以上规格反W铁供货能力国内领先，高锡铁、K板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是强化产品拓展，推进结构调整。迁顺基地开发冷轧汽车板6类28个牌号，并稳定转产批量供应于
奔驰、上汽等企业；完成GA板先进高强钢780MPa级别的首次工业试制；突破产线极限，3.0mm产品实现对
奔驰配套厂小批量供货。酸洗板覆盖310-800MPa强度，汽车结构酸洗比例达到36%，薄规格比例达到20%，
HR800CP在国内钢厂中率先通过奔驰全球工程认证；合作开发的 X65野战输油专用管线钢，经受实战演练
考验；与下游钢管厂合作开发的X70管线钢中标海外项目、X65MO应用于海底管线。京唐基地开展并通过产
品认证105项、实现供货76项；完成产品试制65项、实现供货56项。汽车板重点开展了宝马、长安福特、
一汽大众、通用、神龙、PSA等6家合资车企产线、材料及零件认证工作，合资品牌车企的认证力度不断加
大，3.0mm产品实现对宝马小批量供货。家电板重点完成舒驰容器的容器钢S250GD+Z认证；热轧板重点开
展了通力的超细晶钢SCX450的认证；彩涂酸洗板重点开展了中船重工的酸洗板SHS725-P产品的认证。
四是营销能力持续提高。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健全完善服务序列化、响应迅捷
化、配合纵深化、保障专业化服务体系，推进由钢材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型。强化市场快速响应。完善
大客户代表制，做实做细质量异议闭环管理，实现营销体系快速响应，缩短质量异议处理周期。强化EVI
先期介入。建立与客户共享材料数据库，充分发挥现有客户技术实验室优势，参与客户产品设计、质量设
计、成本设计能力进一步增强。完善钢材加工配送网络建设，扩展加工配送服务能力，强化区域市场服务；
强化营销策略调整，通过主动借势，密切跟踪北京立体停车库、北京新机场跑道工程、冬奥场馆等重点项
目建设。
五是确保环保设施有效运行，推进绿色行动计划，积极落实环境应急响应。深入推进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工作，促进公司环境持续改进和长效机制的建立，切实保障各生产工艺配备的环保设施有效运行。落实
绿色行动计划，全年完成烧结机脱硫烟气环境深度治理、烧结环境除尘改造等多项环保治理项目，有效降
低污染物排放量。针对政府重大活动应急预警响应，公司合理组织经营生产，并制订控制措施及应急预案，
积极响应政府下达的预警及限产指令，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落实污染减排措施。圆满完成空气
质量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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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加强资金运营，转变“重生产轻经营”传统思维，补上资金管理短板，提高了资金运营效率和效
益。坚持“消存量，控增量”，通过优化采购节奏、销售策略，强化进口矿、备件联备联储协同联动，降
低存货资金占用为波段采购提供操作空间，针对四季度原燃料价格大幅上涨，按照市场节奏变化调整库存
控制策略，加大采购量，抢抓市场利好，实现从库存保产向库存经营提效转变，提升库存经营能力。开辟
产融结合新途径，强化产融结合，提高资金运营效益。
七是进一步加大对股权投资项目管控力度，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坚持有进有退原则，完成所持北
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退出工作，积极做好退出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并参股
成立五矿特钢(东莞)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推进工作。
八是强化协同攻坚，努力实现创新创效。围绕生产协同，优化迁顺基地、京唐基地专线化产品制造分
工，实现产线能力、品种结构互补。围绕检修协同，整合检修力量，实现协同检修，减少费用。围绕物流
协同，“对内”发挥京唐基地码头优势，“对外”增强议价话语权，降低物流成本。围绕技术协同，成立
技术攻关组，开展技术交流、达到技术共识，解决技术难题。围绕管理协同，规范同业竞争。首钢股份和
京唐公司共同与首钢总公司签署管理服务协议，由首钢股份和京唐公司共同为首钢总公司下属部分钢铁板
块资产共计17家标的公司提供管理服务，既提升17家标的公司法人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也进一步规范了
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的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1)迁钢公司：铁697万吨，同比下降6.32%；钢690万吨，同
比下降5.87%；钢材652万吨(含供冷轧公司164万吨)，同比下降7.52%。(2)京唐公司：铁888万吨，同比下
降1.11%；钢859万吨，同比下降1.15%；钢材728万吨，同比下降3.77%。(3)冷轧公司：冷轧板材159万吨，
同比下降7.02%。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营业收入418.50亿元，利润总额59983.53万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0096.40万元,每股收益0.0758元，总资产1272.0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43.8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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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轧
其他钢铁产品
气体产品
煤炭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186,998,317.48
9,431,775.53
14,820,291,002.05 1,895,117,526.66
24,544,951,933.01 2,447,690,500.38
330,539,806.53
23,605,825.17
122,176,703.46
38,154,613.44
0.00
0.00

5.04%
12.79%
9.97%
7.14%
31.23%
0.00%

单位：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395.57%
267.26%
19.98%
9.76%
62.56%
4.16%
18.24%
125.14%
4.73%
31.99%
126.44%
42.80%
3.91%
20.71%
4.35%
-100.00%
100.00%
-3.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钢铁行业外部市场环境有所改善，钢材价格回升；公司完成资产重组，京唐钢铁纳入合并报表，
京唐钢铁的置入，使公司主业协同效率、效益提升，盈利能力增强；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减员提效、降本
增收取得成效；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400,963,972.92元，较2015年增长
135.41%。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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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规定，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
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调整
计入“税金及附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本报告期收购首钢总公司持有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公司51%股权，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一家子公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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