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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2019年第三季度報告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報
告期」）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業績。本公告乃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及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告的內容與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刊發的公告所載者一致。本公告於
香港及深圳同步刊發。

第一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
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審議本次季報的董事會會議。

公司負責人王義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馬連勇及會計機構
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龔金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
的真實、準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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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司基本情況

一 . 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公司是否需追溯調整或重述以前年度會計數據

 是 ✓  否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減
(%)

總資產 89,649 90,024 -0.4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52,064 51,962 0.20

本報告期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

增減
年初至

報告期末

年初至
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 (%)

營業收入 26,549 -1.49 77,623 -0.2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 297 -87.70 1,722 -74.8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的淨利潤 289 -86.72 1,655 -72.08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 – 6,348 -17.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2 -87.55 0.183 -74.90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032 -87.40 0.180 -75.07

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 0.57

下降 3.47

個百分點 3.29

下降9.18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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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年初至

報告期

期末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包括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沖銷部分） -37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企業業務密切 

相關，按照國家統一標準定額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補助除外） 61

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7

其他非流動負債（衍生金融工具部分） 
公允價值變動 56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

減：所得稅影響額 22 

合計 67
 

對公司根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
第1號－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界定的非經常性損益項目，以
及把《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
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性損益項目界定為經常
性損益的項目，應說明原因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報告期不存在將根據《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非經常性損益》定義、列舉的非經常
性損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的項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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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1. 普通股股東和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及前 10

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105,756戶，其中H股490戶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數量

持有有限

售條件的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 股份狀態 數量

鞍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53.33 5,016,111,529 – – –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7 1,398,175,952 – – –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8.98 845,000,000 – – –

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4.98 468,000,000 – – –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 

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1.00 94,348,670 – –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0 93,953,094 – – –

阿布達比投資局 境外法人 0.32 30,340,730 – – –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
中證央企結構調整交易型開
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28 25,924,180 – – –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夏中證央企結構調整交易
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21 20,168,560 – – –

西藏富通達投資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
有法人

0.18 16,9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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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

條件股份數量 股份種類

股份種類 數量

鞍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5,016,111,529 人民幣普通股 5,016,111,529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1,398,175,952 境外上市外資股 1,398,175,952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有限公司
845,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845,000,000

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468,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468,000,000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 

有限責任公司
94,348,670 人民幣普通股 94,348,67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93,953,094 人民幣普通股 93,953,094

阿布達比投資局 30,340,730 人民幣普通股 30,340,730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中
證央企結構調整交易型開放式
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25,924,180 人民幣普通股 25,924,180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
夏中證央企結構調整交易型開
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20,168,560 人民幣普通股 20,168,560

西藏富通達投資有限公司 16,9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6,900,000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
行動的說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
公司股東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
行動人。

前10名股東參與融資融券業務
情況說明（如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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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東、前10名無限售條件普通股股
東在報告期內是否進行約定購回交易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東、前10名無限售條件普通股股
東在報告期內未進行約定購回交易。

2. 優先股股東總數及前10名優先股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  不適用

第三節 重要事項

一 . 報告期主要財務數據、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適用  不適用

1. 本報告期研發費用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37百萬元，
主要原因是新產品試製費減少影響。

2. 本報告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6百萬元，
主要原因是政府補助增加影響。

3. 本報告期投資收益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1百萬元，
主要原因一是合營聯營企業投資收益減少人民幣 13

百萬元，二是商品期貨投資收益增加人民幣2百萬元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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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報告期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44百萬元，主要原因是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
動影響。

5. 本報告期資產減值損失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52百
萬元，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計提存貨跌價準備人
民幣63百萬元，二是本年衝回存貨跌價準備人民幣
89百萬元影響。

6. 本報告期資產處置收益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6百萬元，
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處置收益減少影響。

7. 本報告期公司營業利潤、利潤總額、淨利潤、歸屬於
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比上年同期減少，主要原因
一是受國內汽車、家電行業低迷等因素影響鋼材價
格大幅下滑；二是由於年初巴西淡水河谷尾礦壩潰
壩事故、國內鋼鐵企業對鐵礦石需求仍處高位等因
素助推原料價格上漲，大幅壓縮鋼鐵企業盈利空間。

8. 本報告期所得稅費用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719百萬
元，主要原因是利潤同比降低影響所得稅費用減少。

9. 貨幣資金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1,648百萬元，主要原因
一是經營活動增加現金人民幣 6,348百萬元，二是投
資活動減少現金人民幣 2,532百萬元，三是籌資活動
減少現金人民幣2,168百萬元。

10. 應收票據較年初減少人民幣 4,706百萬元，主要原因
一是前三季度貨幣收款比例提升，二是公司抓住票
據貼現率較低時點，加大票據貼現，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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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913百萬元，主要原因是
被後手貼現方追索到期未獲償付銀行承兌匯票轉作
應收賬款影響。註1

12. 預付款項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785百萬元，主要原因是
預付原燃料採購款和設備備件採購款增加影響。

13. 其他應收款較年初減少人民幣31百萬元，主要原因
是收回廣州汽車鋼借款影響。

14. 在建工程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1,361百萬元，主要原因
是本期發生技改等工程支出增加影響。

15. 其他非流動資產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411百萬元，主要
原因是預付工程款增加。

16. 衍生金融負債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2百萬元，主要原因
是期貨持倉浮動虧損增加。

17. 應付票據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844百萬元，主要原因是
開出票據大於票據到期解付數影響。

18. 應付職工薪酬較年初增加人民幣58百萬元，主要原
因是計提應付職工薪酬影響。

19. 應交稅費較年初減少人民幣 648百萬元，主要原因是
本年上繳上年延期繳納的稅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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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較年初減少人民幣2,545百
萬元，主要原因是償還一年內到期借款影響。

21. 長期借款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1,397百萬元，主要原因
是公司調整融資結構，減少短期借款、增加長期借款
影響。

22. 其他非流動負債較年初減少人民幣56百萬元，主要
原因是可轉換債券權益部分公允價值變動影響。

23. 其他綜合收益較年初增加人民幣 102百萬元，主要原
因是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影響。

24. 專項儲備較年初增加人民幣54百萬元，主要原因是
計提安全生產費影響。

2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量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
幣3,080百萬元，主要原因一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減少人民幣 2,876百萬元；二是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減少人民幣5,764百萬元；三是分配股利、償付利息支
付的現金減少人民幣424百萬元影響。

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人民
幣1,976百萬元，主要原因一是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
減少人民幣 1,392百萬元；二是投資活動淨流出減少
人民幣303百萬元；三是籌資活動淨流出減少人民幣3,080

百萬元，四是匯率變動減少人民幣 15百萬元影響。

附註1：

2019年8月1日和2019年8月5日，公司發佈了《關於部分銀行承兌匯票到期未獲清償的公告》
和《關於部分銀行承兌匯票到期未獲清償的補充公告》（以下合稱「公告」）後，部分逾期
票據陸續獲得償付。同時，公告中「尚有未來可能被後手貼現方追索銀行承兌匯票人
民幣4.94億元」已被後手貼現方追索。另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公告中相關財務
公司出具的銀行承兌匯票逾期未獲償付淨額為人民幣 8.25億元，佔公司最近一期經
審計淨資產的1.57%。除此之外，公司已無上述財務公司出具的其他銀行承兌匯票。

客人要求，這個FOOTNOTE要 I POINT的最後，改動時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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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  不適用

股份回購的實施進展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採用集中競價方式減持回購股份的實施進展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三 . 公司實際控制人、股東、關聯方、收購人以及公司等承諾

相關方在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  適用  不適用

承諾事由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期限 履行情況

資產重組
時所作
承諾

鞍山鋼鐵
集團有
限公司

同業競爭
承諾

《鞍山鋼鐵集團有限
公司避免同業競爭
承諾函》：

2007年 

05月20日
長期有效 未違反 

承諾

(1) 鞍山鋼鐵及其下屬
全資、控股公司在
避免同業競爭方面
符合國家有關規定。

(2) 鞍山鋼鐵及其下屬
全資、控股公司未
從事對你公司鋼鐵
主業構成直接或間
接競爭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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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由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期限 履行情況

(3) 鞍山鋼鐵承諾給予
你公司在同等條件
下優先購買鞍山鋼
鐵或鞍山鋼鐵的全
資、控股公司擬出
售的與你公司鋼鐵
主業有關的資產、
業務的權利。

(4) 如鞍山鋼鐵參股企
業所生產產品或所
從事業務與你公司
構成或可能構成競
爭，鞍山鋼鐵承諾，
在你公司提出要求
時，鞍山鋼鐵將出
讓鞍山鋼鐵所持該
等企業的全部出
資、股份或權益，
並承諾在同等條件
下給予你公司優先
購買該等出資、股
份或權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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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由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期限 履行情況

(5) 如果鞍山鋼鐵及其
下屬全資、控股公
司存在與你公司鋼
鐵主業構成或可能
構成同業競爭的資
產和業務，在你公
司提出收購要求
時，鞍山鋼鐵及其
下屬全資、控股公
司將以合理的價格
及條件按照法律規
定的程序優先轉讓
給你公司。

(6) 在本承諾有效期
內，鞍山鋼鐵與你
公司具有同等投資
資格的前提下，對
於新業務機會，鞍
山鋼鐵應先通知你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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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由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期限 履行情況

如你公司接受該新
業務機會，鞍山鋼
鐵需無償將該新業
務機會轉讓給你公
司。如你公司明確
拒絕該新業務機
會，鞍山鋼鐵及其
下屬全資、控股公
司才有權進行投資。

此後若你公司提出
收購要求，鞍山鋼
鐵及其下屬全資、
控股公司仍需將新
業務機會所形成的
資產和業務以合理
的價格及條件優先
轉讓給你公司。

(7) 採取其他有效措施
避免和消除同業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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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由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期限 履行情況

上述承諾並不限制
鞍山鋼鐵及其全
資、控股公司從事
或繼續從事與你公
司不構成競爭的業
務，特別是提供你
公司經營所需相關
材料或服務的業務。

鞍山鋼鐵所有承諾
均以符合國家規定
為準，可依據國家
規定對承諾的內容
做相應調整，國家
規定不予禁止的事
項鞍山鋼鐵有權從
事。

該承諾自出具之日
起生效，直至發生
下列情形之一時終
止：

(1) 鞍山鋼鐵不再
作為你公司的
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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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由 承諾方 承諾類型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期限 履行情況

(2) 你公司的股份
終止在任何證
券交易所上市
（但你公司的股
票因任何原因
暫停買賣除外）；

(3) 國家規定對某
項承諾的內容
無要求時，相應
部分自行終止。

鑒於目前鞍山鋼鐵不
存在與你公司構成同
業競爭的、已投產的
鋼鐵主業生產項目，
因此，本承諾出具之
日前，鞍山鋼鐵就其
與你公司之間競爭關
係的一切承諾，如有
與本承諾相抵觸之處，
以本承諾為準。

承諾是否
按時 

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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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證券投資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證券品種

證券

代碼 證券簡稱

最初

投資成本

會計

計量模式

期初

賬面價值

本期

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

計入

權益的

累計公允

價值變動

本期

購買金額

本期

出售金額

報告期

損益

期末

賬面價值

會計

核算科目 資金來源

境內 

外股票
600961 株冶集團 81 公允 

價值 

計量

45 -3 – – – -3 42 交易性 

金融 

資產

自籌資金

        

合計 81 – 45 -3 – – – -3 42 – –
        

五 . 委託理財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報告期不存在委託理財。

六 . 衍生品投資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衍生品

投資操作

方名稱 關聯關係

是否

關聯交易

衍生品

投資類型

衍生品

投資初始

投資金額 起始日期 終止日期

期初

投資金額

報告期內

購入金額

報告期內

售出金額

計提減值

準備金額

（如有）

期末

投資金額

期末投資

金額佔公

司報告期

末淨資產

比例

報告期

實際損益

金額

鞍鋼股份 無 否 期貨套保 1

2015年 

04月29日 – 184.98 990.74 509.88 – 166.60 0.32% -18.38        

合計 1 – – 184.98 990.74 509.88 – 166.60 0.32%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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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資資金來源 自有資金

涉訴情況（如適用 ) 無

衍生品投資審批董事會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

2019年3月18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五十三次會議批准《關
於公司 2019年度套期保值業務額度的議案》。

衍生品投資審批股東會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

無

報告期衍生品持倉的風險
分析及控制措施說明（包
括但不限於市場風險、
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
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等）

(1) 市場風險，持倉品種為鋼鐵產業相關品種，與公
司現貨經營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定期對市場進行
分析預測，但對市場判斷可能存在偏差，具有一
定的風險性，但有期現貨對沖後，風險可控。

(2) 持倉品種流動性充裕，無流動性風險。

(3) 期貨交易所對持倉品種進行信用擔保，信用風險
較小。

(4) 完全按照套期保值相關規定執行，持倉數量和時
間符合公司批准。公司已對相關法律風險進行評估，
按國家期貨交易法律法規開展業務，風險可控。

已投資衍生品報告期內市
場價格或產品公允價值
變動的情況，對衍生品
公允價值的分析應披露
具體使用的方法及相關
假設與參數的設定

上海期貨交易所螺紋鋼、熱軋捲板；大連商品交易所
鐵礦石、焦煤、焦炭。2019年1月2日主連合約結算價：
螺紋3,389元╱噸、熱軋3,306元╱噸、鐵礦491.5元╱噸、焦
煤1,159.5元╱噸、焦炭1,885元╱噸；2019年9月30日主連
合約結算價：螺紋 3,485元╱噸、熱軋3,480元╱噸、鐵礦
652元╱噸、焦煤1,242.5元╱噸、焦炭1,884.5元╱噸。公允
價值變動：螺紋+96元╱噸、熱軋+174元╱噸、鐵礦+160.5

元╱噸、焦煤+83元╱噸、焦炭 -0.5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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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公司衍生品的會計
政策及會計核算具體原
則與上一報告期相比是
否發生重大變化的說明

不適用

獨立董事對公司衍生品投
資及風險控制情況的專
項意見

(1) 公司在保證正常生產經營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資
金開展期貨套期保值業務履行了相關的審批程序，
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有利於公司降低經營風險，不存在損害公司和全
體股東利益的情況。

(2) 公司建立了《鞍鋼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貨套期保
值管理辦法》，明確了業務操作流程、審批流程及
風險防控等內部控制程序，對公司控制期貨風險
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3) 公司確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證金的最高額度和交
易品種合理，符合公司的實際生產經營情況，有
利於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風險。

七 . 報告期內接待調研、溝通、採訪等活動登記表

✓  適用  不適用

接待時間 接待方式 接待對象類型 調研的基本情況索引

2019年07月25日 實地調研 機構 調研活動信息 20190726

2019年07月26日 實地調研 機構 調研活動信息 20190726

2019年09月05日 其他 機構 000898鞍鋼股份其他 20190909

2019年09月20日 實地調研 機構 2019年9月20日投資者關係 

活動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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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違規對外擔保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報告期無違規對外擔保情況。

九 . 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對上市公司的非經營性佔用資金情
況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報告期不存在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對上市公司的非
經營性佔用資金。

第四節 財務報表

一 . 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19年9月30日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802 2,154

衍生金融資產 1 1

應收票據 2,478 7,184

應收賬款 3,373 2,460

預付款項 2,193 1,408

其他應收款 19 50

其中：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存貨 13,706 13,125

合同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517 526

流動資產合計 26,089 2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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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2,829 2,803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470 519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42 35

固定資產 48,928 50,064

在建工程 2,819 1,458

無形資產 6,196 6,315

遞延所得稅資產 724 78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552 1,141

非流動資產合計 63,560 63,116

資產總計 89,649 90,024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4,595 13,180

衍生金融負債 5 3

應付票據 2,244 1,400

應付賬款 6,058 7,663

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5,214 4,795

應付職工薪酬 241 183

應交稅費 (59) 589

其他應付款 2,626 2,286

其中：應付利息 7 9

應付股利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03 2,648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31,027 3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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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692 2,295

應付債券 1,509 1,574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95 97

遞延收益 598 630

遞延所得稅負債 79 77

其他非流動負債 83 139

非流動負債合計 6,056 4,812

負債合計 37,083 37,559

股東權益：

股本 9,405 7,235

資本公積 33,485 35,655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139) (241)

專項儲備 103 49

盈餘公積 3,628 3,628

未分配利潤 5,582 5,63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52,064 51,962

少數股東權益 502 503

股東權益合計 52,566 52,465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89,649 90,024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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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一 . 營業總收入 77,623 77,813
其中：營業收入 77,623 77,813

二 . 營業總成本 75,753 69,280
其中：營業成本 70,616 63,930

稅金及附加 694 924
銷售費用 2,287 2,253
管理費用 953 872
研發費用 297 265
財務費用 906 1,036

其中：利息費用 881 1,062
利息收入 30 29

加： 其他收益 60 41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93 212
其中：對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107 205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62 (20)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186 (89)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27) (6)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4) 9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2,240 8,680
加： 營業外收入 11 21
減： 營業外支出 41 72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2,210 8,629
減： 所得稅費用 490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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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720 6,853
（一）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 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1,720 6,853

2. 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二）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

利潤 1,722 6,855
2. 少數股東損益 (2) (2)

六 .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83) 13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
的稅後淨額 (83) 13

（一）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
合收益 (83) 13

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
值變動 (83) 13

（二）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
收益

1.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
綜合收益

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
值變動損益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
收益的稅後淨額

七 . 綜合收益總額 1,637 6,86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639 6,868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2) (2)

八 . 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83 0.729
（二）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80 0.722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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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本報告期利潤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3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一 . 營業總收入 26,549 26,951

其中：營業收入 26,549 26,951

二 . 營業總成本 26,330 23,708

其中：營業成本 24,654 21,897

稅金及附加 222 299

銷售費用 748 704

管理費用 338 348

研發費用 83 120

財務費用 285 340

其中：利息費用 250 381

利息收入 8 19

加： 其他收益 24 18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18 29

其中：對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37 50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33 (11)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89 (63)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填列）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5) 1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378 3,217

加：營業外收入 (1) 11

減：營業外支出 13 23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364 3,205

減：所得稅費用 68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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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296 2,418

（一）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 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296 2,418

2. 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二）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

利潤 297 2,415

2. 少數股東損益 (1) 3

六 .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益
的稅後淨額 (1)

（一）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
合收益

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
值變動

（二）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
收益 (1)

1.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他
綜合收益 (1)

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
值變動損益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
稅後淨額

七 . 綜合收益總額 296 2,41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297 2,41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1) 3

八 . 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032 0.257

（二）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032 0.254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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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一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70,082 64,605

收到的稅費返還 154 40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48 53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70,384 64,698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55,844 46,351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3,215 3,492

支付的各項稅費 2,494 4,264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483 2,851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4,036 56,958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348 7,740

二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189 371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2 8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
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55 96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46 47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2,661 1,709

投資支付的現金 70 22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47 1,579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778 3,31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532) (2,835)



– 27 –

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三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3

其中：子 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到
的現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6,065 18,941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3 180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6,098 19,124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5,948 21,712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的
現金 2,234 2,658

其中：子 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利、
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84 2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8,266 24,372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168) (5,248)

四 .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15

五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648 (328)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154 2,670

六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802 2,342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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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2019年9月30日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983 1,125
衍生金融資產 1 1
應收票據 2,181 6,249
應收賬款 4,052 3,239
預付款項 1,948 1,136
其他應收款 69 46
其中：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存貨 10,010 9,813
合同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105 178

流動資產合計 20,349 21,787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11,418 11,275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470 519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42 35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42,107 43,283
在建工程 2,682 1,373
無形資產 5,755 5,866
遞延所得稅資產 689 58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537 1,094

非流動資產合計 64,700 64,034
資產總計 85,049 8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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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5,235 13,210
衍生金融負債 5 3
應付票據 2,171 1,370
應付賬款 5,272 6,976
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3,226 3,209
應付職工薪酬 209 169
應交稅費 (127) 502
其他應付款 2,453 1,969
其中：應付利息 5 2

應付股利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545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28,444 29,953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500 2,000
應付債券 1,509 1,574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94 94
遞延收益 458 494
遞延所得稅負債 79 74
其他非流動負債 83 139

非流動負債合計 5,723 4,375
負債合計 34,167 34,328

股東權益：

股本 9,405 7,235
資本公積 26,527 28,697
減：庫存股
其他綜合收益 (139) (241)
專項儲備 57 19
盈餘公積 3,618 3,618
未分配利潤 11,414 12,16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50,882 51,493
少數股東權益

股東權益合計 50,882 51,493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85,049 85,821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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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潤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2019年 2018年

一 . 營業總收入 73,286 71,203
其中：營業收入 73,286 71,203

二 . 營業總成本 72,728 63,975
其中：營業成本 68,183 59,217

稅金及附加 595 819
銷售費用 1,921 1,923
管理費用 839 766
研發費用 297 263
財務費用 893 987
其中：利息費用 860 1,007

利息收入 22 20
加： 其他收益 48 36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403 211
其中：對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

業的投資收益 106 204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62 (20)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189 (85)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27)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233 7,370
加：營業外收入 5 15
減：營業外支出 23 69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215 7,316
減：所得稅費用 187 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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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2019年 2018年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028 5,537
（一）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 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
以「-」號填列） 1,028 5,537

2. 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
以「-」號填列）

（二）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

淨利潤 1,028 5,537
2. 少數股東損益

六 .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83) 13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
益的稅後淨額 (83) 13

（一）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
合收益 (83) 13

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
價值變動 (83) 13

（二）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
收益

1.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
他綜合收益

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損益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
的稅後淨額

七 . 綜合收益總額 945 5,55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 
總額 945 5,550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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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本報告期利潤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3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一 . 營業總收入 24,419 24,180
其中：營業收入 24,419 24,180

二 . 營業總成本 24,705 21,530
其中：營業成本 23,210 19,933

稅金及附加 192 261
銷售費用 633 587
管理費用 299 305
研發費用 83 117
財務費用 288 327
其中：利息費用 250 341

利息收入 5 14
加： 其他收益 16 16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17 28
其中：對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

業的投資收益 37 50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33 (11)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列）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89 (62)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31) 2,621
加：營業外收入 9
減：營業外支出 13 22

四 .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44) 2,608
減：所得稅費用 (33)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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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30日止 3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11) 2,005
（一）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 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
以「-」號填列） (111) 2,005

2. 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
以「-」號填列）

（二）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

淨利潤 (111) 2,005
2. 少數股東損益

六 .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
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綜合收
益的稅後淨額 (1)

（一）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
合收益

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
價值變動 (1)

（二）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
收益 (1)

1. 權益法下可轉損益的其
他綜合收益

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損益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
的稅後淨額

七 . 綜合收益總額 (111) 2,00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 
總額 (111) 2,00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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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一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67,443 59,970

收到的稅費返還 149 21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47 46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67,739 60,037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56,194 42,932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 

現金 2,802 3,189

支付的各項稅費 1,976 3,682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2,544 2,90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3,516 52,71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223 7,327

二 .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498 371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243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
的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47 9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788 461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
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2,590 1,580

投資支付的現金 188 1,67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
的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47 73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825 3,32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37)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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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30日止 9個月期間
項目 2019年 2018年

三 .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子 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資收

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6,595 18,435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69 180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6,664 18,615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15,765 20,86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所支付
的現金 2,227 2,517

其中：子 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的股
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7,992 23,377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28) (4,762)

四 .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
影響 15

五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858 (284)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125 1,785

六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983 1,501

法定代表人：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 會計機構負責人：
王義棟 馬連勇 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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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財務報表調整情況說明

1. 2019年起執行新金融工具準則、新收入準則或新租

賃準則調整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相關項目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2. 2019年起執行新金融工具準則或新租賃準則追溯調

整前期比較數據說明

 適用 ✓  不適用

三 . 審計報告

第三季度報告是否經過審計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義楝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義棟 吳大軍
李　鎮 馬衛國
馬連勇 馮長利
謝俊勇 汪建華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