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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051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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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沙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大厦  

电话 0512-58987088  

电子信箱 sggf@shasteel.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34,774,794.01 7,234,988,976.74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4,917,031.95 647,077,300.59 -5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2,518,191.74 546,274,984.35 -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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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163,742.06 1,195,929,799.38 -10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1 0.2932 -55.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1 0.2932 -5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 17.49% -11.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419,875,696.37 11,521,482,315.83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30,572,403.56 4,460,867,040.23 6.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4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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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64% 587,871,726    

朱峥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112,20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140,000,000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5.99% 132,200,000  质押 129,180,000 

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3.60% 79,536,000  质押 79,536,0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1.48% 32,570,030  质押 27,469,930 

王继满 境内自然人 1.24% 27,435,300  质押 22,435,300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1.18% 26,000,000    

中国国投高新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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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7% 21,330,5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沙钢集团与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朱峥先生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 27,800,000 股；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刘本忠先生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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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不渝的坚持吃饱开足、生产优化、多产多销、快进快出，在各工序

间大力开展降本节支创新挖潜增效活动，提升经济效益。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展开工作。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安全管理，守护职工“生命线” 

     公司狠抓一级、二级安全工作计划措施落地，着力提升干部员工问题意识，提高隐患整改效率。通过各类安全检查，共

查出事故隐患3895项，整改率100%；围绕炼铁5#、6#高炉、脱磷炉、转炉和高炉煤气柜等生产线大修及烧结原料大棚建设

等项目，强化大修、技改及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进行以安全为前提的大修改进，完成危险作业整改1315项。 

     （2）狠抓降本节支、创新挖潜增效 

     上半年，公司根据年前梳理出的负面清单降损项目，围绕降本节支增效任务目标，每月对项目进行跟踪检查，做到跟踪

措施细化，跟踪考核细化，以促进指标提升。同时，全力抓好重点指标攻关措施的落实，成立专业攻关小组，明确奖罚兑现

系数，季度对标奖罚；通过各类负面清单的梳理，查找原因落实整改措施，上半年，通过优化“三配”、合金替代等降本活动，

有效的压降了铁前和炼钢工序成本，效果比较明显。 

     （3）研判市场，规避风险，优化接单，实现经营创效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市场接单、生产及销售有机结合，累计销售产品145.2万吨，接单30天内实现销售的比例达79.82%，

合同按期交付率达97.24%，较去年同期增长0.49%，客户满意度稳步提升。同时，公司不断加强新客户、新产品开发推进工

作，上半年累计开发新客户20家，同比增加7家；直销比73.24%，同比提高2.5%。 

     针对一路上扬的原辅料市场，公司坚持谨慎采购、按需补库，并组织协调好煤、焦、矿、石灰石等物流调运以及到厂卸

货工作。上半年，实现原辅材料平稳到货，库存合理平衡，其中通过抓煤、焦、矿、合金波段采购，基本实现了保供保质降

本。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按要求对财务

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也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

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②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公司按要求对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也不会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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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③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公司按要求对

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④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公司按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

了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