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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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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431,658.15 元，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 328,592,233.39元，报告期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07,706,199.72 元，在保证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兼顾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拟定公司 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公

司总股本 3,377,189,083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5,262,689.96 元（含税）。

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杭钢股份 6001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继华 莫莉 

电话 （0571）88132917 （0571）88132917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雷霆路58号冠盛

大厦21层 

杭州市上城区雷霆路58号冠盛

大厦21层 

电子信箱 hggf@hzsteel.com hggf@hz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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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654,603,495.36 26,342,111,435.67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59,444,015.46 18,962,608,039.65 2.0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0,850,610.61 1,546,921,662.08 19.65 

营业收入 13,249,714,079.63 12,482,470,453.99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431,658.15 709,340,279.93 -4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275,538.10 680,206,237.65 -4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3.77 减少1.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1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1 -42.8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4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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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23 1,527,508,156 0 无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9 306,995,022 0 无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2020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

质押专户 

其他 6.10 206,000,000 0 质押 206,000,000 

富春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0 141,794,962 0 无   

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6 110,000,528 0 未知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 107,970,207 0 无   

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8 87,201,852 0 无   

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40,200,422 0 未知   

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39,356,931 0 未知   

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35,731,845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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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富春有限公司、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

司系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公司未发现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对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公司坚持“战疫情、保经

营”两手抓两战赢的工作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努力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和管控水平。报告

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32.50 亿元，同比增加 6.1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2 亿元，

同比下降 44.68%。 

    一、钢铁产业：攻坚克难，全力确保生产经营稳定顺行 

1、稳生产，提效率，推创新 

公司紧扣主线稳定顺行，强化目标管理和工序协同，2 座高炉差异化生产持续保持平稳，直

热装率双双取得突破，较去年大幅提高 5 个百分点以上；质量攻关卓有成效，炼钢夹杂（翘皮）

改判率连续三个月下降，热轧原因改判率连续三个月保持 0.4%及以下，双双创历史最好水平；“IF

钢GE命中率”连续 5 个月保持在 90%以上，再度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连铸电磁搅拌技术全面投入

使用，上半年累计生产焦炭 54.14 万吨、铁水 210.46 万吨、钢坯 221.22 万吨、热卷 217.01 万吨。

持续深化“1+3+α ”产品发展战略，1-6 月份完成优质特色产品产销量 97 万吨，增效 4816 万元，

上半年开发 12 个新产品，包括电池壳钢NDCK、取向硅钢NQS01、高碳工具钢SK85、高强汽车钢

S700MC等 4 个“1”类高端产品，其中电池壳钢NDCK实现小批量稳定供货，半年度产量 2089 吨，

吨钢增效达到 114 元/吨；高碳工模具钢SK85 在 4 月完成首次试制生产 168 吨，重点用户实现试

用，实现了高碳工具钢生产的再次突破。 

    2、降成本，抓市场，增效益 

    公司聚焦“避风险、降成本、经济运行”策略，全方位开展用料结构优化、工序成本控制、

产品优化升级、投资控制管理等方面的对标学习，在供销、生产、技改、设备多条线多组合开展

“系统降本”。强化市场形势分析和研判、强化产销节奏控制和库存灵活管理，努力化解疫情带来

的巨大冲击和物流不畅影响，采购工作在积极落实应急物资供应基础上，瞄准机遇，通过与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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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等部门的密集协调，抢抓 50 万吨进口煤，对比同期国内长协资源降低采购成本 1.4 亿元；铁

矿石、废钢合金等其他大宗原燃料和资材备件降低采购成本 3400 多万元。营销工作抓住市场品种

价差有利时机，实现优质特色产品拓展量的新突破，针对疫情导致产副品滞销等情况，通过有力

协调客户及运输公司、组织转储、内部协同优化排产等举措，保证了产副品销售、发运安全有序。 

3、保安全，重环保，强建设 

公司始终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制度建设执行工作。

坚持绿色发展工作思路，紧扣体系化运营管理要求，抓牢 2 号高炉智能化技术改造提升和系列超

低排放项目等重大项目建设任务，全力以赴抢进度、赶工期，报告期内技改项目共完工 13 项，节

能环保设施设备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与上年同期相比，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21.75%、氮氧化物

排放量下降 16.7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 23.23%、氨氮排放量下降 76.07%、总氮排放量下降

35.41%、厂区平均降尘量下降 17.09%；1-6 月份吨钢综合能耗较年度计划下降 2.47%，吨钢耗新水

较年度计划下降 76.88%，清洁生产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 

二、环保产业：内挖潜力，外拓市场，提质增效稳健发展 

1、强化市场拓展。紫光环保大力实施“深耕浙江，面向全国”的市场战略，积极推进与地市

合作，加速资源整合，与义乌市水务建设集团签订了环保水务产业整合的战略合作协议、与温州

城发集团签署了温州蓝田污泥干化焚烧项目合作协议，积极推进合作事宜。加快落实推进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全省 100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任务，新签约松阳县污水处理厂清

洁排放项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联合体单位中标了西安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半地

埋式污水处理厂（二期）EPC项目。报告期内紫光环保筹建在建项目 5 个，为推进项目建设，努力

克服新冠疫情的影响，加强现场管理，科学制订工作计划，做好进度控制，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按期按质完成节点目标。再生资源公司主动出击，深入到重要客户、重点单位开展服务工作，尽

最大努力拓展业务渠道，成功开拓东方特钢、龙腾特钢 2 家钢厂客户。 

2、强化生产运营与安全管理。紫光环保始终把推进运营标准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一方面通

过组织专技培训，提升子公司员工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调动总部技术力量，提供全时候技术支持，

发挥运营调度中心的“五大中心”功能，实时掌握子公司情况，提升问题处理质量和速度。制定

下发年度安全管理计划，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签订

年度职业健康安全消防目标管理责任书。 

三、数字经济产业：加快战略布局，积极培育公司发展新动能 

报告期，公司与浙江天猫在杭州市签订了关于共建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在杭州市拱墅区杭钢半山基地管辖区域内选址共同建设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公司拟设立全

资子公司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为实施运营主体，投资 39.79 亿

元建设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该项目采用合作方浙江天猫提供的设计、建设、运营标准体系，

建设两个高标准绿色数据中心，项目分两批建设，先行投资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工程预计不含服

务器投资 199,510.71 万元，建设期约 24 个月，二期工程预计不含服务器投资 198,342.98 万元，

二期项目进度及合作安排以后续双方约定为准。另外，杭钢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尚在建设中，

因受疫情影响，原定建设计划推进受阻，云计算公司审时度势、科学合理调整项目进度实施计划，

严格约束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加强各方协调联络、加强进度安全管控、加强质量抽检监制，

项目建设安全、质量、进度、投资费用整体受控，预计于 2020 年 8 月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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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