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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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凌钢股份 6002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宝杰 李晓春 

电话 0421-6838259/6838192 0421-6762383 

办公地址 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3号凌源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3号凌源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电子信箱 lggf_zqb@126.com Lxc196804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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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7,307,276.65 15,895,858,429.73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59,571,787.65 7,749,388,229.3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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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745,495.09 1,012,774,546.19 62.60 

营业收入 9,247,858,332.46 10,634,366,801.19 -1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1,974,486.06 380,101,271.33 -6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1,645,012.00 386,147,300.05 -6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4 5.05 减少3.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4 -6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4 -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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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8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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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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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家 34.57 957,960,606   质押 464,112,000 

天津泰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97 580,998,199   无 0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23 311,179,639   无 0 

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50 180,209,475   质押 180,209,475 

付小铜 境内自 0.82 22,678,206   无 0 



然人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量化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21,760,000   无 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满天星 2期

对冲基金 

其他 0.61 16,800,000   无 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量化稳盈优

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16,800,000   无 0 

徐惠工 境内自

然人 

0.56 15,450,041   无 0 

刘伟 境内自

然人 

0.48 13,38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凌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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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累计生产铁 265.82 万吨，同比下降 1.59%；钢 281.74 万吨,同比下降 3.49%；商

品材 278.05 万吨，同比下降 4.38%；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92.48 亿元，同比下降 13.04%；实现净利

润 1.52 亿元，同比下降 60.02%。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决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全面加强企业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守住生存底线，坚持低成本战略，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价值创造，强化效率提升，多维度提升产品品牌和服务。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外防输入、内控反弹”各项措施，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实现了生产经营稳定、高效。 

1、生产系统保持稳定高效 

全面加强生产组织协调，铁系统以高炉为中心，优化配矿，精细管控，高炉实现稳定、顺行、

高产，铁产量最大化；钢系统克服因疫情影响废钢断货等不利因素，及时调整铁水消耗，保证了



炼钢系统稳定生产；轧材系统重点做好产线、品种结构优化调整。全力推动“两钢融合，钢轧联

动”，以全链条的高产高效促进成本进一步降低，实现效益最优。 

2、运营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精准研判钢铁行业发展趋势，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坚持低成本战略和低库存原则，持续对标

对表，努力提高运营效率；持续优化流程，精细管理，加快推进“研产销服用考核”一体化平台

建设；抓住钢材价格、利润相对较好的市场机遇，充分发挥年修后设备稳定顺行的有利条件，大

力开展“节铁增钢”，效果显著。 

3、资本运作取得新进展 

顺利完成了 4.4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上市工作；首次在银行间市场申请注册发行 5亿

元短期融资券获得批复，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为公司优化资金结构，保证资金安全提供了保

障。 

4、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推进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超低排放要求，公司克服疫情影响，持续推进 90m2 烧结机和原料场改

扩建工程项目，同时启动了以改善老区铁前系统生产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超低排放改造（一期）工

程。 

5、安全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 

深入推进安全培训，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超前预防，着力推进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常态开展各类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重大危险源点安全

风险防控，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强化安全措施落实，迅速扭转和稳定了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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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只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按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

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

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

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未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程序合法。 

2、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按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主要明确了关于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等相关的关联方

判断，以及关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影响公司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程序合法。 

上述会计政策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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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