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307                                                  公司简称：酒钢宏兴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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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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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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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合并口径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487,640,358.03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41,877,830.75 元，加上 2020 年末未分配利润

-2,133,205,197.55 元，报告期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787,442,670.27 元。根据《公司章程》、

《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相关规定，公司 2021 年度盈利全部用于弥补

以前年度亏损，因此拟定的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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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钢宏兴 60030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利军 孙延锋 

办公地址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电话 0937-6719802 0937-6719910 

电子信箱 irjg@jiugang.com irjg@jiug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年，钢铁行业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巩固钢铁去产能成果，推动行业绿色

低碳转型，积极应对国内外需求形势变化，保供稳价，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行业总体运

行态势良好，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钢材

主要销售模式为通过各区域销售子公司开展与市场及终端用户的业务洽谈，获取产品订单，签订

销售合同后形成公司生产计划，按照“以销定产”的方式开展产品营销行为。采用“先款后货”

的预收款方式销售钢材，极大的降低了应收款项呆坏账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高客户对酒钢产品的认知度，扩大产品的销售使用范围，提高市场占

有率。全年公司产品销量完成 875.89 万吨，其中西北地区市场销量 672.10 万吨，占总销量的

76.73 %。公司铁、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761.01万吨、875.16万吨、870.44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486.7亿元，同比增加 116.47亿元，在完成全年粗钢限产任务目标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总额 17.08

亿元，同比增加 11.9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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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1,921,367,505.77 41,446,666,538.99 1.14 39,587,050,41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785,068,139.75 12,317,019,703.48 11.92 11,808,752,785.11 

营业收入 48,668,438,514.38 37,021,045,089.81 31.46 46,736,057,84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87,640,358.03 517,778,385.46 187.31 1,237,328,54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46,684,670.01 482,056,770.82 220.85 1,144,621,18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28,716,502.22 1,118,355,848.02 242.35 3,134,989,45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39 4.28 

增加7.11个

百分点 
10.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5 0.0829 186.49 0.1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75 0.0829 186.49 0.197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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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2,373,150.62 15,795,735,162.54 14,089,477,017.50 8,290,853,18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977,864.45 1,469,975,972.52 535,790,400.50 -994,103,87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9,796,299.68 1,464,580,003.62 514,539,253.93 -922,230,88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958,141.28 3,148,440,661.14 2,266,851,819.53 -1,779,534,119.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1,7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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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00 3,431,600,950.00 54.79 质押 700,000,000.00 国有法人 

肖荣英 15,763,900.00 24,013,600.00 0.3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奕操 0.00 22,399,970.0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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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000.00 18,261,291.00 0.29 未知   其他 

南京中图文化实

业有限公司 
15,000,000.00 15,000,000.00 0.24 未知   其他 

丁仙明 11,000,000.00 13,800,000.00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有贤 1,490,000.00 12,150,000.00 0.1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UBS AG 11,930,882.00 11,930,882.00 0.19 未知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

证钢铁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8,516,400.00 11,103,000.00 0.18 未知   其他 

法国兴业银行 6,911,479.00 10,399,979.00 0.17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上述流

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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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47.61%，主要因本期公司大力开拓战略合作方，在保证回款安全

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应收款项信用额度，使得期末钢材销售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2）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减少 98.54%，主要因公司为充分盘活库存承兑汇票，提高应收票

据周转率，报告期内控制承兑汇票签发量，增加应收票据支付量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128.35%，主要因公司为完成政府粗钢限产任务目标，四季度

产量大幅下降，产线维修增加及大宗原燃料冬储使得增值税留抵额增加，以及公司预缴企业所得

税所致； 

（4）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74.50%，主要因公司在报告期内项目投资额增加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 37.80%，主要因公司在报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104.31%，主要因预付进口设备款增加所致； 

（7）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 33.60%，主要因报告期内经营性回款较好，公司在修复资产负债

表的同时积极优化带息负债，净偿还了部分短期银行贷款所致。 

（8）合同负债较期初增加 49.98%，主要因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将预收货

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报告期末钢材价格较期初上涨及销售政策影响公司预收钢材款增加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 51.54%，主要因报告期末计提未发放的工资性费用增加所致； 

（10）其他应付款较上期减少 34.67%，主要因报告期内归还其他应付款所致； 

（11）长期借款较上期增加 188.99%，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为降低



企业短期偿债风险，优化了长短期带息负债结构所致； 

（12）长期应付款较上期减少 65.71%，主要因报告期内偿还到期融资租赁款所致。 

（13）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31.46%，主要系报告期内钢材销售价格同比上涨所致； 

（14）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62.55%,主要因报告期内为完成粗钢限产任务目标，全

资子公司榆钢公司四季度停产，期间发生的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归集至管理费用，加之 2021年享

受的能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优惠政策同比减少所致； 

（15）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4.63%,主要 2021年度汇兑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 242.35%，主要因本期公司经营经济效益较

好，相应的经营性资金回款同比大幅增长。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期增加，主要因本期取得投资收益等投资性现

金流入较上年减少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期增加，主要因本期公司经营性回款较好，公

司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积极优化带息负债，净偿还了部分短期银行贷款。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