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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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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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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9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95,685,183.5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191,516,590.85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2,095,831,407.35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3,725,159.79元。 

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亏损，结合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情况，考虑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求，

公司决定 2019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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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特钢 600117 未变更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俊 李万顺 

办公地址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部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 0971-5299673 0971-5299186 

电子信箱 Xiongjun9453@163.com jackson966@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特殊钢的冶炼和延压加工业务。 

公司主要品种有碳结钢、碳工钢、合结钢、合工钢、轴承钢、模具钢、不锈钢、弹簧钢八大

类；产品规格包括热轧棒材φ 16mm～φ 280mm、锻造棒材φ 100mm～φ 550mm、冷拉银亮材φ 12mm～

φ 80mm、异形电渣熔铸件等。 

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生产模式——特钢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已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模式，由于特钢销售

的特点是品种多、数量较小且分散，所以行业内特钢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2）销售模式——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协议，期限一般为一年，先行确定一年内的供货数量、

品种、结算方式；具体订货时，按月订单执行； 

（3）采购模式——采用招投标、协议采购模式。 

3.行业情况 

国家统计局显示，2019年我国粗钢产量 99,634 万吨，同比增长 8.3%；钢材产量 120,477 万

吨，同比增长 9.8%。报告期内，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红利进一步弱化，铁矿石受巴西淡水河谷溃坝、澳大利亚飓风等事件影响，价格大幅上涨；

钢铁行业呈现钢铁产量继续增长，废钢、煤炭等原燃料受环保政策及相关行业供给侧改革等因素

的影响，原材料价格高位波动，产品价格下降、成本大幅上涨；在产品价格走低和原料价格回升

的挤压下，钢厂利润空间明显收窄。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中国四大特钢企业集团之一，西部地区最大、西北地区唯一的特殊钢生产企业，特钢

协会单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1,008,159,490.17 23,519,850,077.39 -10.68 24,287,338,902.40 

营业收入 9,846,270,397.04 6,786,516,369.25 45.09 7,433,673,079.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5,685,183.50 -2,046,149,672.73 104.68 59,811,449.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7,895,945.28 -1,882,119,284.45 90.55 -684,598,254.1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69,669,366.84 1,088,573,893.73 25.82 3,135,350,612.5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6,633,261.89 -236,001,495.14 263.83 416,023,212.41 

基本每股收益 0.09 -1.96 104.68 0.06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1.96 104.68 0.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8.42 -96.87 
增加105.29个

百分点 
2.0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指标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886,374,826.03 2,501,196,979.29 2,197,682,555.07 3,261,016,03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03,179.18 42,365,316.28 28,130,604.28 9,086,08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397,907.42 -42,984,357.94 -106,293,169.94 17,779,49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80,786.57 328,151,408.32 70,732,803.93 -570,163.7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0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8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369,669,184 35.37 0 质押 160,600,000 国有

法人 

青海省物产集团有 0 100,000,000 9.57 0 无   国有



限公司 法人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9.57 0 无 100,000,000 国有

法人 

北京恒溢永晟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000,000,000 100,000,000 9.57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 

0 10,995,293 1.05 0 无   国有

法人 

林锦平 -2,643,046 3,909,588 0.37 0 无   未知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0 3,899,000 0.37 0 无   其他 

王五可 894,900 3,182,634 0.30 0 无   未知 

刘思红 11,100 2,144,700 0.21 0 无   未知 

龚磊 1,938,000 1,938,000 0.19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西钢集团公司、青海物产集团、青

海机电控股、北京恒溢，其中西钢集团公司为控股股东，

青海物产集团和青海机电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都为青海省

国资委，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西 宁 特 殊

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 

12 西

钢债 
122158 

2012 年

7 月 16

日 

2020 年

7 月 16

日 

40,095,000.00 6.50 

每年付

息，到

期偿付

本金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司按时向全体“11 西钢债”持有人支付自 2018 年 6 月 15 日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期间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 

详见 2019 年 6 月 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临 

2019-047 号）。 

2.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按时向全体“12 西钢债”持有人支付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 

详见 2019 年 7 月 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9 年付息公告》（临 2019-055

号）。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2019 年 2 月 12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将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及“11 西钢债”、“12 西钢债”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的公告》，将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及“11 西钢债”、“12 西钢债”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并维持公司

长期信用等级及“11 西钢债”、“12 西钢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详见 2019 年 2 月 16 日登

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将西宁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11 西钢债”、“12 西钢债”债项信用等级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的公告》（临 2019-009 号）。 

2.2019 年 6 月 21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展望为“稳定”，债券评级结果为 AA，“12

西钢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详见 2019 年 6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 2019 年信用跟

踪评级结果的公告》（临 2019-052 号）。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6.71 92.93 -16.2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0 -0.06 273.41 

利息保障倍数 1.01 -1.25 180.70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一） 指标完成情况 

主要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年   度 
项  目 

2018 年 2019 年 比同期增减（%） 

钢（万吨） 138.08 178.83 29.51 

钢材（万吨） 146.38 180.56 23.35 

焦炭（万吨） 45.82 55.64 21.43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 度 

项  目 
2018（亿元） 2019 年（亿元） 比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67.87 98.46 45.09 

利润总额 -20.01 1.30 106.5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46 0.96 104.68 

（二） 2019年主要工作 

（1）科学决策，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公司充分发挥生产指挥系统协调作用，眼睛向内、超前谋划、精心管控，根据效益最优、效

率最高、工序匹配的原则，针对不同时期生产组织的重点，制定生产组织方案，稳步推进生产预

算管理。全年公司钢材产量 180.56 万吨、销量 180.81 万吨、钢铁料消耗、电炉炉壳寿命、钢材

成材率等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2）狠抓供销两头，经营业绩不断提升。 

公司坚持“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市场理念，以合同保障、市场开发、结构



调整、效益提升为核心目标，进一步拓展直供用户比例，增加盈利品种结构，深入推进品种开发，

寻求新的市场增长点，全年高附加值开发拓展品种 16.27 万吨。公司坚持满足生产需求、保证生

产运行、降低采购成本的原则，持续推进与重点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坚持以市场换效益，单耗承

包、费用总承包、零库存，通过就近采购及重要物资、备件与生产厂商直接采购，进一步稳定了

原辅料的采购渠道；同时坚持招比价原则，实行对大宗原材料的最高采购限价机制，最大限度降

低采购成本，提升经营业绩。 

（3）狠抓产品质量，全员质量意识不断提升。 

公司严格执行《2019 年质量管理考核办法》，以质量事故“零容忍”的决心，从原辅材料质

量验收入手，每月召开质量工作会议，以问题为导向，推行问题销号管理，减少质量波动问题。

通过不断提高过程质量管控力度，公司试验钢包渣线寿命突破到 24火，炼钢工序关键耐材质量及

大棒线 D 套大规格材内部质量明显提升，D 套大规格材探伤 B 级合格率 100%，Φ 230mm 规格以下

钢材可百分百满足 A级要求，全员质量意识不断提高。 

（4）强化细节管理，成本管控能力不断提升。 

公司推行市场倒逼机制，紧盯行业水平开展对标挖潜、降本增效、节能降耗工作，通过将成

本管控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班组、每一道工序，实现了生产全员、全过程控制。公

司精益运营、降低成本，坚持贯彻设备检修预防为先的管理理念，严格控制检修费用；技改项目

仔细研究论证，以“花钱见效益”为原则，减少低效无效投资；紧盯电炉、转炉“两大炉”的成

本管控，开展工艺攻关、调整原料结构、降低原燃辅料消耗。通过一系列措施的采取电炉钢铁料

消耗降至吨钢 1074公斤，转炉钢铁料消耗降至吨钢 1054公斤，电炉炉壳寿命大幅提升至平均 800

火、最高 1055 火的水平，耐材成本大幅降低，吨钢一次能源成本降低 23.44%，全系统成本管控

能力进一步提升。 

（5）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公司全力调整品种结构提升合同集中度，一方面着力推进电炉炼钢+精品大小棒线 100万吨特

钢产线达产降本，迅速提高精品特钢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着力推进转炉炼钢+连轧 100万吨普材生

产线的规模提升和低成本运行，省内与交通、住建部门、下游企业积极对接，扩大螺纹钢销量，

省外加快西藏市场开拓力度，实现规模效益，“普特结合”的产品定位成为现实。整合特冶分厂和

锻钢分厂，控制生产规模，形成生产高附加值品种的价值导向，品种效益大幅提高。 

（6）推行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发展新动力。 

公司始终坚持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引领作用。同时严

格执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和机关管理人员末位淘汰等一系列问责追责制度，有效提升了中层领导

及管理人员的执行力和责任意识。全面压缩机构和人员编制，推进精干高效运行，根据生产组织

模式优化、工装条件变化，持续不断整合机构、分流主业人员，报告期内公司人员减少到 3965

人。完成了薪酬制度改革，形成了营销、管理、财务、操作、专业技术五大序列薪酬体系，突出

重点、兼顾全员的薪酬改革，有效激发了生产主体单位、重点岗位职工立足岗位致富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选人用人方面，公司全面开展精英人才选拔工作，努力实现常态化培养、覆盖各领域、

正常流动的精英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按照选人用人制度大胆提拔、重用年轻人才;开展市场化聘用

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工作，选聘炼钢、轧钢、耐材、营销、设备等领域 11名专家，带动专业技术

水平提升。 

（7）完善内控体系，加强风险防控。 

公司坚持依法治企、依规办事，通过改革效能监察管理机制，紧盯经营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与

节点，全年完成专项监察和例行监察 13项，起到良好的督查与纠偏作用；建立并不断完善价格管

理和招标采购管理机制，公司分别成立招标管理委员会、价格管理委员会，将供销两头的价格运

行、采购行为集中统一管控，加强过程风险控制。 

（8）强化基础管理，不断提升安全环保水平。 



公司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思想不动

摇，盯紧守牢安全红线，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强化专业管理，落实安全管理层级负责制，持续生

产作业现场 24小时稽查和专项整治，重点加强各级危险源、危化品、特种设备及大修定修等环节

的安全检查和监控力度，全年实现工亡为零，千人负伤率控制在 3‰以内，继续保持了安全生产

平稳态势；明确环保责任切分，落实各层级环保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水、气、声、渣的治理要求，

不遗余力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全年公司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环保设施随主体设备

正常运行率 99.5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至 2019 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经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

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准则 7 号（2019）”）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修订）》（“准则 12 号（2019）”） 

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以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

附注五。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 1月 1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注 1）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注 2） 

小计 

应收票据 73,746,116.59 -73,746,116.59  -73,746,116.59  

应收款项融资  73,746,116.59  73,746,116.59 73,746,116.59 

资产合计 73,746,116.59     73,746,116.59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9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子公司 二级 35.00 35.00 

青海腾博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湟中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格尔木西钢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青海西钢新材料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二级 28.12 52.08 

青海西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55.63 100.00 

西宁特殊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青海西钢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青海西钢特殊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

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 1户，明细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青海西钢矿冶科技有限公司 出售持有该公司 70.5%的股权，不再享有控股权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