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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057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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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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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北方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俞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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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93,825,44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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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8 号中融碧玉蓝

天大厦 33 楼 
 

电话 021-58995166  

电子信箱 sggf@shastee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优特钢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钢、工程机械用钢、铁路用钢、

弹簧钢、轴承钢、船用锚链钢、高压锅炉管用钢、管坯钢等，产品主要用于汽车制造、铁路、机车、锅炉、船舶、机械制造

等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公司拥有长短流程相结合的生产线及配套精整工序，装备水平先进，可生产直径Φ280－800mm的连铸圆坯，轧材

产品规格覆盖Φ12－300mm的圆棒以及尺寸为300mm×110mm、250mm×110mm的扁钢，年产优特钢约320万吨，产品畅销国

内外市场，部分产品已用于国际著名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安全红线、环保底线、效益生命线”三线意识，狠抓疫情防控和安全环保攻坚，通过生产优化、指

标攻关、素养提升等综合措施，多层面、全方位开展降本增效，公司生产经营总体保持较好地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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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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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4,427,221,782.01 13,474,565,780.88 7.07% 14,712,449,10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522,191.02 528,863,504.13 22.81% 1,177,037,44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0,934,566.54 395,342,956.90 36.83% 1,037,652,197.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4,651,810.60 304,024,644.69 529.77% 2,560,178,917.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4 25.00%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4 25.00%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1% 11.23% 1.48% 29.8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189,223,542.04 11,513,008,886.20 14.56% 11,521,482,3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26,047,087.98 4,968,019,070.92 5.19% 4,460,867,040.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48,257,209.38 3,729,133,157.74 3,912,645,229.50 4,037,186,18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274,278.72 154,015,434.56 180,815,124.05 216,417,35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847,726.38 125,710,084.44 148,989,816.34 195,386,93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890,523.02 672,232,145.92 73,665,475.33 965,863,666.3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6,08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54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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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5.00% 110,338,500  质押 110,33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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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3.60% 79,536,000  质押 79,536,000 

朱峥 境内自然人 3.44% 76,000,000  质押 68,2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6% 45,543,461    

李强 境内自然人 1.19% 26,224,169  质押 26,224,169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5,200,000    

金洁 境内自然人 0.91%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0.76% 16,690,000  质押 16,690,000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9% 12,94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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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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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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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带领全体员工团结一心，在有

效抗疫的同时，积极抓好基础管理、质量攻关、新品研发、安全环保管控，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在做精做强钢铁主业

的同时，公司抢抓国家推动数据产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机遇和新型“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发展机遇，积极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进程。 

    1、基础管理持续提升。公司在“严、细、实”管理环节上下功夫，持续推进各项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提升，通过基础管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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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梳理、排查与改善，强化目标分解落实和岗位承包完善，持续开展制度流程优化、细化、电子化，加大风险防控力度，

企业工作质量和数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2、产品市场开拓力度加大。受春节及疫情防控影响，公司加大产品出库，实现了全年销售出库产销平衡，合同按期交

付率达97.45%、直销比达75.88%。公司从3月份起启动瑞安、皖南、皖北设库销售计划的实施，加大广东、福建偏远区域的

发货销售工作；制订了三年扩证、扩销计划，通过认证产品、正在扩证产品及下一步待扩证产品的分类梳理、走访，全年累

计开发新客户158家，同比增长17.2%，已认证产品扩量同比增长10.2%。 

    3、安全环保稳定可控。公司以“安全环保再深入”为指导，以“旗类竞赛”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安全红线、环保底线、效

益生命线”三线意识，强化深度与广度管控，基本实现安全和环保稳定可控。6月份顺利通过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组的安全

生产督导检查，9月份顺利通过省级安全核查，做到同类型企业中问题较少，全年无重大环保事故发生。 

    4、全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公司重组推进经历了一定挑战，对标的公司Global Switch的审计、评估、

补充尽调及客户供应商走访受到了一定制约。公司积极应对，定期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积极利用境外团队以及电话会

议、邮件、视频等云办公系统进行远程沟通与核实，顺利推进标的公司Global Switch的审计、评估、补充尽调等相关工作。

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顺利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并及时将相关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随着国家“新基建”战略的实施，5G建设开启，云计算需求上行，云产业链成为未来投资主线，互联网数据中心作为数据

存储计算的基础设施，战略地位突出。公司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将由单一的特钢业务转型为特钢、数据中心双主业协同发

展，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将得以实现，公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

步增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优质钢 6,178,638,044.95 5,319,580,522.23 13.90% 5.07% 0.64% 3.79% 

汽车及工程机械

用钢 
2,164,313,334.97 1,904,789,533.44 11.99% 20.27% 15.98% 3.26% 

钢坯 1,905,226,498.69 1,665,425,075.14 12.59% -7.62% -12.00% 4.35% 

其他钢材 1,951,199,387.29 1,676,627,128.11 14.07% 39.30% 41.20% -1.1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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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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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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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进行了修订，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执行日尚未

完成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2019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年年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影响数 

负债：    

预收账款 526,172,991.70  -526,172,991.70 

合同负债  466,008,392.73 466,008,392.73 

其他流动负债  60,164,598.97 60,164,598.97 

    2、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影响数 

负债：    

预收账款 54,305,390.70   -54,305,390.70  

合同负债  48,057,867.88  48,057,867.88  

其他流动负债  6,247,522.82 6,247,522.82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2020年度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原收入原则 新收入准则 影响数 

预收账款 763,667,305.99  -763,667,305.99 

合同负债  676,440,121.93 676,440,121.93 

其他流动负债 22,022,467.39 109,249,651.45 87,227,184.06 

营业成本 12,449,087,407.27 12,545,847,924.09 96,760,516.82 

销售费用 117,519,118.45 20,758,601.63 -96,760,516.82 

    2、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原收入原则 新收入准则 影响数 

预收账款 61,635,848.68  -61,635,848.68 

合同负债  54,544,998.83 54,544,998.83 

其他流动负债  7,090,849.85 7,090,8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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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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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8月，公司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江苏淮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0.50%，公司本期将江苏淮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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