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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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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丁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强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群力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审计）委员会审阅。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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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32,551,486 86,322,043,538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92,652,949 26,933,162,065 1.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6,708,674 -2,289,422,589 -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206,269,481 17,717,438,947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406,202 83,745,946 35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5,877,294 55,940,412 536.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0.30 增加 1.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0 0.0109 349.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0 0.0109 349.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942,94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145,78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099,9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36,6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75,192 

所得税影响额 -3,235,288 

合计 21,52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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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1,1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506,467,456 45.54 - 无 -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 1,717,193,050 22.30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2,155,000 1.85 - 未知 未知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238,321 1.20 - 未知 未知 未知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耀滚雪球 1 号

证券投资基金 
58,081,313 0.75 - 未知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536,813 0.58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企一带一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346,622 0.58 - 未知 未知 未知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至诚滚雪球

一号 
41,209,601 0.54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证国企一

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941,100 0.53 - 未知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756,349 0.35 - 未知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506,467,456 人民币普通股 3,506,467,456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 1,717,193,05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17,193,0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2,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55,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238,321 人民币普通股 92,238,321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耀滚雪球 1号证券投

资基金 
58,081,313 人民币普通股 58,081,3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4,536,813 人民币普通股 44,536,8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346,622 人民币普通股 44,346,622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至诚滚雪球一号 41,209,601 人民币普通股 41,20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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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

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9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41,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6,756,349 人民币普通股 26,756,3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福建滚

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耀滚雪球1号证券投资基金和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

建至诚滚雪球一号由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除此之外，本公司并不知晓前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1,717,193,050 股乃代表其多个客户所持

有，其中代表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宝

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 896,387,958 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GDP同比下降6.8%，但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

运行逐步趋于正常。3月份，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复工复产科学有序推进，主要经

济指标呈现回升势头，降幅明显收窄。钢铁行业因钢铁生产属于典型的热态连续生产，生产总体

平稳，1-3月全国生产生铁2亿吨、粗钢2.34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1.2%，生产钢材2.67亿吨，

同比下降1.6%；钢材价格持续下降，1-3月国内钢材价格指数均值101.69点，同比下跌5.96%；铁

矿石价格高位波动，1-3月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均值326.04点，同比上涨12.42%。同时，受疫情对

下游需求及物流的影响，一季度钢铁库存显著上升，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压力骤增。3月中旬以后，

随着下游需求释放、物流畅通，库存有所下降。 

报告期，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高效合理

组织生产，生产经营总体稳定。1-3月份，本集团共生产生铁465万吨、粗钢509万吨、钢材483万

吨，同比分别增长11.78%、12.36%和14.73%（其中：本公司生产生铁365万吨、粗钢397万吨、钢

材362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3.00%、12.78%及12.42%），主要原因是本公司2019年1到2月份一座2500

立方米高炉大修，受该因素影响，2019年一季度产量较低。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本集团营业收

入约人民币162.06亿元，同比减少8.53%，主要系报告期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钢材销售量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3.77亿元，同比上升350.66%，主要系报告期

本公司钢材产量增加，摊薄了固定成本，钢材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合并财务报表中，报告期末与上年末相比变动幅度超过 30%的项目及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36.33%，主要是由于本期受春节假期及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款较上年末减少77.06%，主要是由于本期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

公司”）逆回购业务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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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入资金较上年末增加49.99%，主要是由于本期财务公司向商业银行拆入的资金较上年末增

加所致。 

吸收存款较上年末减少33.36%，主要是由于本期财务公司吸收的集团及其成员单位的货币资

金减少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较上年末减少71.44%，主要是由于本期财务公司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质

押融入资金量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为零，上年末为0.02亿元，主要是由于本期本公司持有的远期外汇合约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50.25%，主要是由于上年末计提的员工绩效奖金以及员工解除合

同补偿金在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33.44%，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及子公司受疫情影响，销量降低，应交

销项税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子公司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江钢铁”）缴纳了上年末

应交未交的各项税费所致。 

 

合并财务报表中，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超过30%的项目及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8.60%，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本期新产品开发量较

去年同期增加，发生的相关费用也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上升30.01%，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略有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0.38%，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本期联营合营企业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0.20亿元，上年同期为公允价值变动损失0.33亿元，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

持有的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为收益，上年同期为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203,891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因为本期子公司马钢瓦顿转回部分存

货减值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0.08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因为本期子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损失0.10亿元，较上年增加0.09亿元，主要是本期子公司长江钢铁处置部分报废资

产确认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0.03亿元，较上年减少96.54%，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子公司合肥钢铁收到去产能

的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0.01亿元，较上年增加39.57%，主要是由于本期本公司及子公司罚款支出、其他

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净利润4.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8.58%，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的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上升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0.66%，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钢材

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上升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0.58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22%，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部分非全资子公

司的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人民币31.27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22.89亿元，主要是由于本

期公司库存增加以及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等金融业务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人民币10.75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人民币4.13亿元，主要是由

于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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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人民币27.92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人民币1.99亿元，主要是由

于本期公司取得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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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收到控股股东马钢（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马钢集团”）来

函，称其计划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马钢投资”）以合法合规的方式，以

适当价格增持不低于人民币4.09亿元本公司A股，并承诺在增持计划全部实施完成后6个月内不出

售所增持的股份。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5日刊发的《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本公司A股股票的公

告》。检索地址：http://www.sse.com.cn。 

报告期，受行业影响，马钢集团生产经营形势有所好转。但由于供给侧改革及环保限产加压

使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可能会导致其资金趋于紧张。此外，马钢集团正在进行产业整合，资金需

求较大。截止目前尚未筹措足额增持资金，因此尚未正式实施上述增持计划。马钢集团将在保障

生产经营正常资金运转的前提下，积极筹措资金，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实施增持计划，并严格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4月7日，本公司接到马钢投资通知，马钢投资根据马钢集团的统筹安排，于当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A股4,732,2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并计划自该次增持

之日（含该次增持日）起12个月内，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4.09亿元，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详见本公司公告，检索地址如下：http://static.sse.com.cn//dis

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20-04-08/600808_20200408_1.pdf）。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4月1

7日，马钢集团通过马钢投资共增持本公司A股40,440,519股，约人民币1.04亿元。 

（2）中国宝武于2019年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A股）期间，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和《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函》。 

报告期，中国宝武未违反该等承诺。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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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毅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http://www.sse.com.cn；http/www.hkexnews.hk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20-04-08/600808_20200408_1.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20-04-08/600808_20200408_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