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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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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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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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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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公司2021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148,607,270.05元，加上所有者权益其他内部结转-19,926,725.02元及年初未分配利润

-2,018,268,310.95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186,802,306.02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738,865,02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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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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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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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顺 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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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5299186 0971-5299051 

电子信箱 jackson966@sina.com Yaoping551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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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16mm～φ280mm、锻造棒材 φ100mm～φ550mm、冷拉银亮材

φ12mm～φ80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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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2）销售模式——采用多种销售模式； 

（3）采购模式——采用招投标、比价、协议采购模式。 

3.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所属行业为钢铁行业。2021 年，钢铁行业总体运行良好。供需方面，生产端全年粗钢产

量 10.33 亿吨，同比下降 3%，2021 年钢材市场大起大落，一方面粗钢限产和能耗双控引发供给收

缩推动钢价走强，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力度加强，以及房地产、基建投资需求减弱，钢材

价格大幅震荡。 

价格方面，上半年，在经济复苏需求增长、流动性宽松及碳达峰碳中和预期供应收紧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钢铁产量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有所放缓，钢材价格震荡攀升、急涨急跌，但整体

处于历史高位。下半年，随着各省严格执行粗钢减产和房地产调控加码，钢市进入供需两弱格局，

钢材价格出现回落。根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预测，未来，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中长

期钢材需求量将呈缓慢下降态势，“十四五”时期，我国钢铁产量还将保持在 10 亿吨左右的水平。 

此外，行业并购重组加快，产业集聚化明显提升。行业整合的推进落地将有力增强钢铁企业

现代制造水平、促进创新要素聚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提升矿石资源多元保障能力，

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为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总体来看，我国钢铁行业仍面临铁矿石等原料成本较高、环保压力大、国际竞争加剧、市场

动荡、行业集中度较低等问题。报告期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航空、航天、军工等高端制造

业快速发展，特钢需求仍将保持稳健增长，特钢行业向高端发展迎来更大机遇，需求提升，进口

下降，国产替代趋势明显，但仍有很多关键、核心部件，基础材料用钢尚未完全实现国产化，高

端产品供给不足，进口依赖度依旧较高，需求端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西部地区最大、西北地区唯一的特殊钢生产企业，特钢协会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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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8,524,963,007.83 20,487,202,136.99 -9.58 21,008,159,490.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1,010,947.39 1,448,416,649.56 -80.60 1,369,669,366.84 

营业收入 12,229,101,621.92 10,075,510,385.66 21.37 9,846,270,397.04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2,227,531,400 10,072,821,000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48,607,270.05 59,137,078.87 -2,042.28 95,685,183.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635,841,251.64 -250,863,171.81 -153.46 -177,895,945.28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06,273,574.86 920,048,157.30 52.85 386,633,261.8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39.29 4.31 
减少143.60个

百分点 
8.4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0 0.06 -1,933.33 0.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0 0.06 -1,933.3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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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284,987.33 3,348,002,632.05 3,286,017,127.14 3,090,796,87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227,599.92 -28,432,553.86 -121,058,014.19 -930,889,10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5,797,222.95 -21,591,804.46 -89,417,597.55 -449,034,62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46,053.46 487,788,615.09 197,414,652.62 672,924,2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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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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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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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60,000 

国有

法人 

青海省物产集团有限

公司 
0 100,000,000 9.57 0 无 0 

国有

法人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 0 100,000,000 9.57 0 质押 100,000,000 国有



限公司 法人 

北京恒溢永晟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076,000 92,416,000 8.84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国网英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 10,995,293 1.05 0 无 0 未知 

王亚丽 4,218,500 4,218,500 0.40 0 无 0 未知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26,200 3,734,100 0.36 0 无 0 其他 

王继武 2,890,400 2,890,400 0.28 0 无 0 未知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2 

1,156,300 1,941,458 0.19 0 无 0 未知 

刘思红 44,000 1,927,700 0.1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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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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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一、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主要生产及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主要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比同期增减（%） 

钢（万吨） 194.08 193.23 0.44 

钢材（万吨） 182.04 189.09 -3.73 

焦炭（万吨） 56.63 55.66 1.73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2021 年（亿元） 2020 年（亿元） 比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122.29 100.76 21.37 

利润总额 -26.23 2.23 -1,274.85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11.49 0.59 -2,042.28 

 

二、2021 年生产经营开展的主要工作 

1.全力开展降本增效。按照“一切围着生产经营转、一切为了经济效益干”的思想，强化管

理降本，深入推进低成本战略，以“优结构、提指标、降成本、增效益”等重点工作为抓手，追

求生产效益最大化；通过建立财务标准成本，重点强化对销售、采购、成本及资金管理分析的指

导，各项指标得到进一步提升。 

2.拓宽采购渠道，降低成本。通过拓宽采购渠道，加大招标及招比价等方式增加采购过程的

竞争性，提高采购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围绕省内资源采购，从向供应商生产基地派驻人员跟踪，

贴近市场联动，确保就近优质资源采购，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及运距优势，通过比较向市场要



效益；围绕市场分析及价格定位成立领导小组，进行及时决策，向管理要效益。 

3.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坚持以“稳规模、调结构、增效益”为核心，注重市场

研判，抢抓市场机遇，深化“一体两翼”营销模式，持续推进品种结构调整，品种集中度进一步

提高，市场开发成效显著，重点规模品种大幅增加，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 

4.不断强化全员质量意识，公司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不断提升。通过工艺质量瓶颈问题攻关，

强化工艺工装、精料方针和“24小时工艺复盘”评价管理，产品实物质量得到稳定提升。聚焦新

产品开发，持续推进二、三方认证工作，开发行业优质重点客户，开发拓展品种量超额完成年度

计划指标，规模效益品种份额大幅提升，公司品种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 

5.多措并举创新创效。2021 年公司开展科技创效项目 26 项，获得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

奖 1项、青海省专利银奖 1项、省级科技成果 10 项、申报受理专利 20项，授权专利 7项；公司

不断推进管理创效，以指标管控为目标，在资源整合综合利用、优化工艺方面取得了进步。 

6.强化设备管理，提高运行效率，设备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管生

产必须管设备、抓质量必须抓设备”的理念，强力推行“零故障、零热停”的管理目标，紧盯设

备运行现场，加大部门协同，加强设备巡检，形成全员参与的强大合力，各产线主体设备运行良

好。 

7.强化安全环保管控。公司按照安全生产、清洁生产的总体要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三年专

项整治行动，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力度，加强领导干部带队检查、专项检查，以及 24小时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整改等工作，强化重大危险源的监控与管理，狠抓较大危险因素防范措施落实，全

面推进应急管理工作，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平稳运行，全年公司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安全环

保绩效水平实现逐年提升，整体管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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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