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
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29 号），现将问询函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末，你公司有息负债合计 646.76 亿元，有息负债占总资产的比
例为 44.49%，
其中短期借款 251.69 亿元，长期借款 247.17 亿元，
应付债券 40.00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7.90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目前融资环境、你
公司资产变现能力、现金流情况、融资能力等量化分析你公司短期和长期偿债
能力，并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2020 年上半年钢铁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大，外部融资市场低迷，但公司经
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增加 17.23 亿元、增幅 169%，对负债及利息的支付保证能
力较强；2020 年 6 月末，公司流动比、速动比分别为 42%、29%，高于 2019 年
末 32%、23%，资产变现能力较强，且非流动资产中以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为主，
对资产流动性影响较小。
2、2020 年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 A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2020 年 8 月份公司完成注册公司债券 100 亿元、超短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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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券 40 亿元和可续期公司债 30 亿元，9 月份成功发行公司债券 25 亿元，债券
市场投资者认可度高；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未使用银行授信 227.12 亿元,应对
债市风险和融资能力较强。
总体分析，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入规模增长较大，对债务和利息的保障能
力充足；公司银行总授信及未使用授信规模较大，融资渠道多元，融资能力强，
不存在偿债风险。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成本为 303.77 亿元，关联采购金额为 269.45
亿元。报告期末，你公司存放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期末余额为 61.92
亿元，报告期收取利息 0.47 亿元，向财务公司贷款期末余额为 150.01 亿元，
报告期支付利息 1.37 亿元。报告期末，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4.67 亿元。
（一）请你公司结合市场可参考价格说明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二）请
结合市场利率水平说明上述存贷利率是否公允。
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市场可参考价格说明关联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1、关联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我公司关联采购金额 269.45 亿元，关联方采购占营业成本比例
为 88.70%。关联采购中与控股股东主要为矿石、烧结、球团等原料采购，造成
此类关联交易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上述原料中进口矿涉及进出口权的问题。目前，上市公司尚未获批开
展进出口业务，只能借助控股股东渠道，进口原料。
二是烧结矿、球团主要从首钢矿业公司采购。根据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钢集团”
）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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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集团将启动首钢矿业
公司注入公司事宜，以减少关联交易。随着近年来首钢矿业公司盈利能力的不
断增强，公司将积极督促首钢集团履行注入铁矿石资源承诺事项，减少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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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另，除上述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关联交易外，公司还与联营企业迁安中化煤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合营企业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发
生采购焦炭和提供动力能源、生产服务等交易，公司与上述联营企业根据市场
定价原则，签订长期供货协议。
2、关联交易定价
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乙方）与控股股东（甲方）签订为
期三年的《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
易的框架协议》
（简称《框架协议》
），对关联交易的内容和定价原则等方面进行
约定。
根据《框架协议》规定，关联交易将按优先次序依照下列原则定价：
（1） 国家定价（包括任何相关地方政府定价）（如适用）；
（2） 倘无国家定价，则为国家指导价；
（3）既无国家定价亦无国家指导价，则交易应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4）若以上各项不存在、无一适用或不切实可行，则为协议价，具体由双
方依据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原则进行协商，该协商价格不得高于提供产品、服
务的一方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或可替代的产品、服务的价格。
并进一步明确，关联交易中以下各项的定价原则：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乙方从甲方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格

乙方从甲方采购燃料

市场价格

乙方从甲方采购辅助材料及备品备件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格

乙方从甲方采购水、电、天然气等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格

乙方向甲方销售产品或副产品、提供动力/能源、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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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向甲方提供水、电

水采用协议价格，供电按照物价部门确定
价格执行

乙方与甲方之间持续存在的其他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少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格

量采购与销售业务以及租赁业务。
甲方为乙方提供配套生产服务

协议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与生产有关的劳务服务

协议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关港口服务

协议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代理服务

协议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销售服务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配套生活服务

协议价格

乙方为甲方提供配套生产生活服务

协议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的建设工程类服务

市场价格

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资金支持及金融服务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格

乙方为甲方提供管理服务

协议价格

根据上述原则，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上述规定，并
且与同期市场价格基本持平，价格公允。
（二）请结合市场利率水平说明上述存贷利率是否公允。
2020 年 4 月 22 日，股份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与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之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并提交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协议约定：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首钢股份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不
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
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首钢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同期在首
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向首钢股份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
不高于首钢股份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以及首钢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向除首钢股份以外的其他方提供同期同档次贷款的平均利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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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给予公司的存贷款利率，考虑市场实际情况，结合
公司信用评级、存款和融资余额等因素按季综合定价，存款水平不低于市场利
率，贷款水平不高于市场利率。
综上所述，公司在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贷款利率公允。
三、半年报显示，你公司首钢京唐-二期工程总预算 225.36 亿元，已投入
金额 221.89 亿元，目前主产线已转固，剩余产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实现收益 0.59 亿元，预计收益为 13.61 亿元。请结合工程进度、调试
情况等说明二期工程正式投产运营的时间，是否能实现预计收益，是否存在无
法实现的风险。
回复：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唐公司”
）二期一步工程投
资总额 225.36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504 ㎡带式焙烧机球团生产线 2 条，
5500m³大型高炉一座，200t 转炉 3 座和中板、中厚板、多模式全连续连铸连轧
生产线各一套。
京唐公司二期一步工程项目 2015 年编制可研报告，13.61 亿元是多年逐步
提效后正常年份预计收益。实际二期一步工程产线工序长，陆续投产，需逐步
调试才能达到正常生产水平，并实现预计收益。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商业承兑票据期末余额为 57.14 亿元，计提坏账比
例为 0.10%。请列示汇总应收票据金额前十名的主要开票人、金额、截止目前回
款情况等，并结合承兑人的支付能力说明收回相关款项是否存在重大风险，并
结合历年商业承兑票据回收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一）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使用原则： 3 个月内应收票据以到期托收为主，3
至 6 个月应收票据以背书支付为主。
报告期公司商业承兑票据期末余额 57.14 亿元，包括：已背书未到期 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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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库存 15.85 亿元。
6 月末库存商业承兑票据 15.85 亿元中，前十名开票人金额 15.47 亿元、占
总库存商业承兑票据 97.6%；截止 10 月 14 日，前十名开票人到期商业承兑票据
5.33 亿元已全部回款，未到期商业承总票据 10.14 亿元中：2.66 亿元已背书支
付；库存 7.48 亿元为京唐公司正常库存票据，大部分为 2020 年 11 月末前到期，
准备到期托收回款。具体明细如下表。
前十名开票人大部分为大型企业集团，且为公司战略客户，长期合作，之
前未发生逾期兑付情况，截止目前不存在重大支付能力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
充分的。
排

承兑单位

名

6 月末库存

已到期回款

已背书支付

10 月 14 日库存

1 首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911,240,703.46 418,500,000.00 138,890,703.46 353,850,000.00

2 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18,487,639.84

3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6,095,997.80

27,914,048.87

-

78,181,948.93

4 中铁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00

-

-

60,000,000.00

5 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

43,424,134.00

4,996,764.00

8,355,073.00

30,072,297.00

6 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

39,800,000.00

39,400,000.00

400,000.00

-

7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8,279,170.66

17,680,799.38

0.00

598,371.28

8 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7,860,865.22

3,908,898.36

4,289,935.18

9,662,031.68

9 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7,422,971.39

14,975,872.01

681,893.81

1,765,205.57

14,6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00

4,500,000.00

10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合计

5,990,909.48 103,145,742.81 209,350,987.55

1,547,211,482.37 533,467,292.10 265,763,348.26 747,980,842.01

（二）公司近年来商票基本能回款，只有极少一部分逾期转入应收账款，
商票逾期转入应收账款情况见下表：
项目（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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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票余额

643,369.08

533,476.66

571,439.10

其中：已背书

587,265.30

497,749.63

412,854.85

56,103.78

35,727.03

158,584.24

1,605.00

1,305.00

1,185.00

2.78%

3.52%

0.74%

扣除已背书后商票余额
逾期转入应收余额
商票逾期转入应收比例

公司实际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见下表：
项目（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6 月

单项计提

1,605.00

1,305.00

1,185.00

组合计提

643.37

533.44

571.98

2,248.37

1,838.44

1,756.98

扣除已背书后商票余额

56,103.78

35,727.03

158,584.24

商票实际坏账计提比例

4.01%

5.15%

1.11%

商票坏账合计

从上述两表可以看出，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 6 月，商票实际计提坏账比
例均高于商票逾期转入应收账款的比例，商票坏账计提是充分的。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82%，你公司其他业务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43.19%，你公司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用发生额为 6.02 亿元，同比上升
12.56%，（1）请说明其他业务主要包含的具体业务及对应金额，同比增长较快
的原因；
（2）请说明运输费用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336.87 亿元，同比增长 1.82%，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 317.57 亿元，同比增长 0.06%，其他业务收入 19.3 亿元，同比增长
43.19%。
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动力能源销售（销售水、电、气体及焦炭等）、
回收固废销售（含销售材料、回收物等）、以及其他（含运输服务、租赁费、劳
务收入、管理服务等），具体业务及金额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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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具体业务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幅度（%）

动力能源

92,335.06

51,157.88

80.49

固废

62,224.59

35,414.41

75.70

其他

38,418.24

48,200.29

-20.29

192,977.89

134,772.58

43.19

合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其他业务收入中动力能源产品和固废销售增长幅度较大，
主要是京唐公司 2020 年 3-5 月 1#高炉大修，焦炭、烧结、球团等铁前半成品出
现富余而外销，导致动力能源和固废收入增加。
（二）公司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用发生额为 6.02 亿元，同比增加 0.67 亿
元，同比上升 12.56%。主要原因是京唐公司二期一步工程投产后销售运费增加；
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轧公司”）、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
公司（以下简称“迁钢公司”）部分产品运输方式由汽运改为火运后装卸费及港
杂费增加等。
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前五名预付账款总金额为 21.12 亿元，占预付账款
比例为 92.69%。请你公司说明上述预付款项产生的原因，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请详细说明预付的必要性，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名预付账款总金额为 21.12 亿元，占预付账款比例为
92.69%。具体见下表（单位：元）
单位名称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款项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1,677,976,356.95

73.62

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356,591.47

8.79

唐山曹妃甸港联物流有限公司

133,241,334.30

5.85

天津津铁鑫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63,978,333.24

2.81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货运中心

36,937,934.60

1.62

2,112,490,550.56

92.69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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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原因分析如下：
（一）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16.78 亿元，主要是京唐公司从首钢集团采购进
口矿预付产生，其中上半年进口矿结算金额 60.5 亿元（不含税金），月均 10.1
亿元，目前的结算周期约一个半月，预付款金额与业务规模相适应。
（二）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钢股份”）2 亿元，为公司收
购北京首钢钢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贸公司”）51%股权前，钢贸
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钢贸与通钢股份签订购销合同购买通钢股份的热轧产品，
按合同陆续预付货款 2 亿元，因后期通钢股份未按合同及时足额供货，7 月份广
州钢贸与通钢股份协商终止合同，并退回全部预付款余额。
（三）唐山曹妃甸港联物流有限公司 1.33 亿元，主要是唐山曹妃甸港联物
流有限公司代理京唐公司向海关支付进口矿的进口增值税，按照海关要求进口
矿到港通关前，先行缴纳税金。进口矿上半年月均采购 10.1 亿元、税额约 1.3
亿元，结转税金发票周期约 20 天，预付款余额为较合理水平。
(四)天津津铁鑫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0.64 亿元，为按照双方签署的代理协
议约定，向代理公司支付的进口增值税、港口建设费、铁路运费等，由其代为
向海关、港口、铁路等部门支付的相关款项，其中：进口增值税依据海关出具
增值税缴款书后予以核销，港口建设费在海关出具商检报告(CIQ)后予以核销，
铁路运费在全部进口矿运输回厂内后予以核销。
(五)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货运中心 0.37 亿元，按铁路运行模
式提前向其支付的板卷等货物外发的铁路运费，属于正常经营性预付账款，当
月付款次月开票核销。
综上所述，上述预付款均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商务活动产生，具备
商业实质，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子公司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亏损 1.67 亿元，
请说明亏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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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上半年，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亏损 1.67 亿元，主要因素是外部市场
减利。今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造成的订单量不饱满和国内钢材市场呈现的冷轧
产品价格走势相对弱于热系产品的特点，导致冷轧公司盈利空间进一步压缩。
但是下半年随着国家对汽车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大，汽车板市场加速回暖，盈利
能力将改善。
八、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其他往来款与首钢集团往来款期末
余额分别为 5.43 亿元、11.93 亿元，请说明往来款产生的原因，是否构成资金
拆借，若构成，请说明拆借利率水平是否公允。
回复：
（一） 其他往来款余额 5.43 亿元
包括代收协力区建设费、预提费用、社保费用、出口业务进项税额转出、
党团会费、其他暂收待付款等。
（二）与首钢集团往来款余额 11.93 亿元
主要为迁钢公司建设期欠首钢集团工程采购尾款，考虑迁钢公司与首钢集
团属于关联方，欠款余额列示在其他应付款。
上述往来款项，不构成资金拆借，未支付利息。
九、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为 54.15 亿元，期初余额
为 40.31 亿元，请说明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 6 月末应收款项融资余额 54.14 亿元，比年初 40.31 亿元增长 13.83
亿元，主要原因是随着京唐公司二期一步工程陆续投产，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
长，库存应收票据余额显著增加，同时加大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
制银行等优质信用银行票据存量，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库存应收票据重分
类到应收款项融资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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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收到受限资
产报告期发生额为 0.81 亿元。请说明产生的原因，计入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的合理性。
回复：
本期期末使用受限资金为 12.49 亿元，期初使用受限资金为 13.31 亿元，
本期使用受限资金减少 0.81 亿元。
公司使用受限资金全部为开立应付票据、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支付的保证
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受限资金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公司在编
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受限资金从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中扣除，同时将两期变动额列
入收到或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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