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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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后

149,645,486,672.53

141,370,925,410.35

146,872,471,898.20

1.89%

28,380,780,954.74

27,028,680,992.20

26,881,935,733.01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年初至报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 年初至报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20,998,838 17,504,795 17,674,488

营业收入（元）

,58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61

,032.39

651,503,98 234,432,04 211,132,39

（元）

4.61

0.91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645,106,46 231,415,43 231,415,43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73

0.73

2,127,819, 2,368,603, 2,911,657,

（元）

976.80

904.92

806.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32

0.0443

0.03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2

0.0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0.86%

上年同期

告期末

调整后

208.58%

178.77%

-26.92%

调整后

54,685,668 50,288,409 50,760,79
,208.53

,310.11

3,400.67

1,174,691, 1,236,372, 1,142,184,
891.17

374.77

830.54

1,121,005, 1,228,406, 1,228,406,
831.98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18.81%

告期末比

310.94

310.94

4,871,365, 3,495,529, 3,931,898,

调整后
7.73%

2.85%

-8.74%

23.89%

880.63

696.43

458.34

208.77%

0.2221

0.2337

0.2159

2.87%

0.0399

208.77%

0.2221

0.2337

0.2159

2.87%

0.80%

1.53%

4.25%

4.71%

4.38%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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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84,0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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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17,886.69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61,522,051.81

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7,444,459.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328.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922,5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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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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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4,269,310.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340,049.35

合计

53,686,05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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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9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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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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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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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7%

56,400,143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3%

49,270,000

刘伟

0.86%

45,236,4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50%

26,475,5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35%

18,650,0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232,286,354 质押

数量
84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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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400,143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270,000

刘伟

45,236,4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6,475,5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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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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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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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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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98,395,500 股，转入其在东北证券、申万宏源开立的融资融券信用帐户
中。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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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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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发债收到资金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和赊销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原因是预付进口矿货款减少所致。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公司资产置换将持有的北汽股份股权置出影响。
5.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京唐二期主产线转固所致。
6.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较上年末增加所致。
8.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公司本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10.专项储备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专项储备增加所致。
11.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置出北汽股份股权，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留存收益所致。
12.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其他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年初到本报告期末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4.年初到本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的出口退税金额较多所致。
15.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等业务减少所
致。
16.年初到本报告期末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收到首钢集团返还京唐土地款所致。
17.年初到本报告期末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京唐二期工程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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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期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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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首钢钢铁业发展规划，首钢股
首钢集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团有限
公司

份将作为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及上
游铁矿资源产业发展、整合的唯一平台，最
终实现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上游铁
矿资源业务整体上市。
2、在首钢集团其它从事钢铁经营生产
6

履行过程中。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18 年 12 月，首
详见承

钢股份和 京唐公

诺内容

司共同与 首钢集
团签署《首钢集团
有限公司 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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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公司通过积极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及

首钢股份 有限公

环保要求，进一步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实现

司及首钢 京唐钢

连续 3 年盈利，且行业整体状况不出现较大

铁联合有 限责任

波动的情况下，首钢集团将按照证券法律法

公司之管 理服务

规和行业政策的要求，启动包括但不限于收

协议》，首钢股份

购、合并、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

和京唐公 司共同

方式将相关优质资产注入首钢股份，并在启

为首钢集 团所属

动相关事宜后的 36 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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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总公司将启动首钢
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事宜，并在 36 个月
首钢集

内完成。在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前，2017 年

团有限

对于首钢股份与首钢矿业公司必要的关联 04 月 20

公司

交易，首钢总公司将敦促首钢矿业公司按照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履行过程中。

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与首钢股份进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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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会因本次重组完成后增加所
持首钢股份的股份比例而损害首钢股份的
首钢集
团有限
公司

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
上继续与首钢股份保持五分开原则，并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不违规利用首钢股份提供担保，不

资产重
2012 年 组(2014
07 月 20 年 4 月 25
日

非法占用首钢股份资金，保持并维护首钢股

日完成)

长期承诺 正常履
行过程中。

完成后

份的独立性。
本公司系首钢股份第一大股东暨控股
股东。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出具《首
钢总公司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首钢集

函》(即以上所列承诺事项，以下简称"原承 2015 年

团有限

诺函")，承诺于首钢股份与本公司进行重大 09 月 29

公司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以下简称" 日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
实施完毕)"]完成后，采取包括将首钢矿业
公司注入首钢股份等相关措施减少与规范
7

资产置
换过程
中及完
成后

履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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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首钢股份的关联交易。为减少与规范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
联交易项目后的关联交易，维护首钢股份及
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承诺于本次
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将继续履行原承诺函
内容，并进一步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首钢
股份控股股东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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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以下简称"
港务公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首钢集
团有限
公司

1、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在未取得
正式或临时港口经营许可证时不实际开展
通用散杂货泊位工程项目(552 米岸线码头
工程)港口经营业务。

2015 年
09 月 29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履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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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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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
称"港务公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8

2018 年 2020 年
12 月 27 12 月 31 履行过程中。
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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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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米岸线码头工程)整体验收手
续并取得正式港口经营许可证，并在符合相
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况下开展港口经营业
务。
2、首钢集团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京唐公司全部自建
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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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务
公司办理土地权属证书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首钢集

31 日前办理完成全部已使用土地的《国有 2018 年 2020 年

团有限

土地使用权证》，包括但不限于京唐公司一 12 月 27 12 月 31 履行过程中。

公司

期工程项目、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1240 日

日

米岸线码头工程)、通用散杂货泊位工程项
目(552 米岸线码头工程) 以及京唐公司二
期工程项目使用土地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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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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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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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接待 接待对
点

方式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长江证券、中泰证券、主要就公司 2019 年度、
2020 年 04

公司会 电话

月 24 日

议室

沟通

机构

光大证券、华泰证券、2020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
川财证券等 10 余家 进行说明并对投资者关
公司的分析师

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召开 2019 年度及2020 年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详细情况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
互动平台披露。
“全景网路演天下”

2020 年 09

公司会

月 08 日

议室

其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主要就投资者关注的问

（http://rs.p5w.net/html/123119.s

题进行解答

html）2020 年北京辖区投资者集体接
待日活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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