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005                                        公司简称：重庆钢铁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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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钢铁 601005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 0105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祥云 彭国菊 

电话 86-23-6898 3482 86-23-6898 3482 

办公地址 中国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

道2号 

中国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

道2号 

电子信箱 IR@email.cqgt.cn IR@email.cqgt.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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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11,251 26,975,726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20,184 19,396,00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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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86 88,417 -6.59 

营业收入 10,927,367 11,483,560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355 615,728 -8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93 589,097 -8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3.27 减少2.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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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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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3.51 2,096,981,600 0 质押 2,096,981,6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

法人 

5.96 531,217,021 0 未知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

司 

未知 4.79 427,195,760 0 质押 427,190,07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3.24 289,268,939 0 无 0 

重庆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3.12 278,288,059 0 无 0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未知 2.83 252,411,692 0 无 0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53 226,042,92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未知 2.46 219,633,096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行 

未知 2.43 216,403,628 0 无 0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

司 

未知 2.37 211,461,3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 9名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亦不知晓其余 9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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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钢铁行业产能释放较快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公司按照“提规模、调

结构、降成本”的生产经营方针，坚持“全面对标找差、狠抓降本增效，管理极致、消耗极限”

的工作主基调，聚焦“规模+成本”、“效率+效益”，全面开展对标找差等各项工作，实现了生产经

营稳步运行、技改规划高效推进，为公司下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年上半年，公司针对高炉炉壁温度升高状况，快速对一号高炉进行停产改造，短时间内

实现了达产达效，高炉利用系数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并强化其余两座高炉日常维护，累计产铁 286

万吨，同时采取适度精料方针，优化配煤配矿方案，燃料比达到 515kg/t 铁 ，同比下降 13kg/t

铁。炼钢采取节铁增钢、多用废钢措施增产，铁钢比 6 月份达到 822kg/t 钢的最好水平，累计产

钢 328万吨，同比增长 2.96%，同时钢铁料消耗为 1,063kg/t钢，同比下降 13kg/t钢。轧钢根据

市场需求和产线效益，优化结构努力增产，钢材产量达到 314 万吨，同比增长 4.25%；销售 314

万吨，实现产销平衡。 

2020 年上半年，由于钢材价格下跌和原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减利 6.12 亿元，但公司通

过全面对标找差、狠抓降本增效工作，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显著改善，工序成本同比下降 1.46亿元。

在消化了外部市场减利因素影响后，实现利润 1.21亿元。 

 

3.2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927,367 11,483,560 -4.84 

营业成本 10,342,993 10,342,032 0.01 

销售费用 53,355 45,161 18.14 

管理费用 244,093 330,030 -26.04 

财务费用 90,148 75,985 18.64 

研发费用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586 88,417 -6.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153 -214,23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510 370,217 180.78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前期钢材库存较高，转运量增加，

运费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计提激励基金减少，并按费用性质进行分摊。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融资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由于理财投

资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由于融资

增加。 

 

（2）其他 

①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1.21亿元，同比下降 80.33%，主要原因是：钢材综合

销售价格 3,348 元/吨，同比下降 4.62%，减利 4.85 亿元；矿石、煤炭、合金、废钢等原燃料价

格上涨，减利 1.27亿元；公司通过全面对标找差、狠抓降本增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显著改善，

各类消耗明显降低，工序成本同比下降 1.46亿元。 

2020 年上半年，本集团主营业务收入 108.76 亿元，同比下降 4.94%，其中：钢材平均售价

3,348元/吨，同比下降 4.62%，减少销售收入 4.85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表： 

品种 

2020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金额同比增长 

（%） 
金额 

（人民币千元） 

比例 

（%） 

金额 

（人民币千元） 

比例 

（%） 

板材 3,456,117 31.78 3,542,337 30.96 -2.43 

热卷 5,313,138 48.85 5,158,288 45.08 3.00 

棒材 958,786 8.82 1,142,570 9.99 -16.09 

线材 773,514 7.11 1,151,350 10.06 -32.82 

钢材小计 10,501,555 96.56 10,994,545 96.09 -4.48 

其他 374,200 3.44 446,743 3.91 -16.24 

合计 10,875,755 100.00 11,441,288 100.00 -4.94 

 

钢材销售价格表： 

项目 
2020年上半年售价 

（人民币元/吨） 

2019年上半年售价 

（人民币元/吨） 

同比增长 

（%） 

增加收入 

（人民币千元） 

板材 3,508 3,622 -3.15 -113,023 

热卷 3,252 3,389 -4.04 -223,701 

棒材 3,337 3,659 -8.80 -92,675 

线材 3,356 3,599 -6.75 -56,085 

合计 3,348 3,510 -4.62 -485,484 



 

钢材销售量表： 

项目 
2020年上半年销量 

（万吨） 

2019年上半年销量 

（万吨） 

同比增长 

（%） 

增加收入 

（人民币千元） 

板材 98.53 97.79 0.76 26,803 

热卷 163.39 152.22 7.34 378,551 

棒材 28.73 31.22 -7.98 -91,109 

线材 23.05 31.99 -27.95 -321,751 

合计 313.70 313.22 0.15 -7,506 

 

②其他 

√适用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钢铁行业 10,875,755 10,316,945 5.14 -4.94 0.09 -4.7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钢材 10,501,555 9,934,475 5.40 -4.48 0.70 -4.87 

其他 374,200 382,470 -2.21 -16.24 -13.47 -3.27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西南地区 10,281,370 9,767,107 5.00 -5.44 -0.39 -4.82 

其他地区 594,385 549,838 7.49 4.60 9.63 -4.25 

合计 10,875,755 10,316,945 5.14 -4.94 0.09 -4.7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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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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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重要事项 

4.1 遵守企业管治守则 

尽董事会所知，报告期公司已遵守港交所《证券上市规则》附录 14-《企业管治守则》的规

定，未发现有任何偏离守则的行为。 



 

4.2 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公司已采纳了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的有关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标准

规则」） 作为董事买卖本公司证券的守则。经具体咨询后，公司董事均确认彼等于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有遵守标准守则所载规定的准则。 

 

4.3 中期股息 

鉴于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第二百五十条的规

定，公司不派发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4.4 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的上市证券 

自 2020年 3月 6日至 2020年 3月 12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A股股份数量为

50,000,000股，已回购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成交的最高价格为人民币 1.71元/股，成

交的最低价格为人民币 1.65 元/股，成交均价人民币 1.69元/股，已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84,333,55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4.5 重大收购及出售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 

于报告期内，公司概无重大收购及出售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 

 

4.6 审计委员会 

公司审核委员会由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一名非执行董事组成，即辛清泉、徐以祥、王振华、

周平，辛清泉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席。 

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未经审计的中期财务报告在提交董事会批准前已

由审计委员会成员审阅。 

 

4.7 权益或淡仓 

于 2020年 6月 30 日，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于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联法团（《证券

及期货条例》第 15 部的定义）的股份、相关股份或债券证中，拥有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 条须列入本存置的登记册中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之该等规定被假设或视

作拥有之权益或淡仓）；或根据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须知会本公司及联交所的权益或淡仓如下： 

 

姓名 
本公司/

相联法团 
身份 权益性质 

持有权益

股份数目

总计（股） 

占公司 A

股股本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股份类别 

王力 本公司 董事 实益权益 
113,800 

（好仓） 
0.00136 0.00128 A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