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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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概要

• 營業收入人民幣57,882百萬元

• 利潤總額人民幣1,620百萬元

•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1,616百萬元

• 每股基本收益人民幣 0.223元（二零一五年：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
0.635元）

• 本報告中所涉及的財務數據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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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及
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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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本年比

上年增減 2014年度
(%)

營業收入 57,882 52,759 9.71 74,046

營業利潤 1,591 -3,873 141.08 1,565

利潤總額 1,620 -3,763 143.05 1,57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616 -4,593 135.18 92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 

淨利潤

1,594 -4,675 134.10 917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4,349 5,137 -15.34 2,137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股）
0.223 -0.635 135.12 0.128

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股）
0.223 -0.635 135.12 0.128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3.67 -10.06 上升
13.73個
百分點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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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減 2014年末
(%)

資產總額 88,069 88,596 -0.59 91,291

負債總額 42,781 44,915 -4.75 43,09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所有者權益
44,882 43,274 3.72 47,79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 

（人民幣元╱股）

6.20 5.98 3.68 6.61

資產負債率(%) 48.58 50.70 下降
2.12個
百分點

47.21

總股本 7,235 7,235 – 7,235

是否存在公司債

 是 ✓  否

分季度主要財務指標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營業收入 11,274 14,156 15,609 16,84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615 915 677 6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 

淨利潤

-616 891 662 657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385 2,824 1,90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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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的項目及影響利潤金額：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1.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5 -17 -81

2.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
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
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
府補助除外 40 128 101

3.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
收入和支出 4 -1 -6

4. 所得稅影響額 -7 -28 -3   

合計 22 82 11
   

說明：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中的數字「+」表示收益或收入，「–」表示損失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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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實現歸屬於本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為人民幣1,616百萬元，每股基本收益為人民幣 0.223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實現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
幣 -4,593百萬元，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 0.635元。

利潤分配

董事會建議，以總股本7,234,807,847股為基數，二零一六年度每股派發現金
紅利人民幣0.067元（含稅），向股東分配可供分配利潤人民幣485百萬元。
方案實施後，可供分配利潤剩餘人民幣1,999百萬元。此項預案須待股東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考慮及批准方可作實，並預計於2017年6月30日或前後
派發。

根據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
本公司向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定義見《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派發股息前，需為該股東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
稅。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
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由
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有，而本公司將於代扣10%的企業所得稅後向該等
非個人股東派發股息。對於應付予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自然人股
東的股息，本公司則無需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

任何持有以該等非個人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之自然人士投資者，倘不希
望由本公司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則可考慮將相關H股股份的法定所有
權轉至其名下，並應將所有相關H股股票連同過戶檔送往本公司H股股份
過戶登記處辦理過戶手續。所有投資者均應認真考慮上述內容。本公司
將嚴格遵守有關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且股息
僅支付予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對於本公司股東身份的確認
及因本公司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
於代扣機制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承擔或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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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2016年，公司抓住鋼材市場回暖有利時機，堅持「效益優先、調品為主」的
原則，增加高效品種的生產銷售，深挖企業內部潛力，持續降本增效，加
強技術創新，打造獨有領先產品，加大個性化產品開發力度，使公司取
得了較好的經營業績。

(1) 優化生產管控，穩定規模效益

2016年，公司按照「抓穩順、控規模、保品種、重效率」的原則，把握關
鍵環節，理順生產秩序，全方位、全工序地細化生產組織。

報告期內，本集團生產鐵2,183.26萬噸，比上年增加5.01%；鋼2,181.84

萬噸，比上年增加 6.40%；鋼材1,985.72萬噸，比上年增加 4.91%；銷售
鋼材1,994.25萬噸，比上年增加4.40%，實現鋼材產銷率為 100.43%。

(2) 推進系統降本，持續挖潛增效

以「抓問題、抓項目、抓創效」為目標，確定了九大類 48個課題的系統
降本攻關目標，推進鐵素流、能源流全流程優化。技術經濟指標不斷
優化，在公司31項主要技術經濟指標中，鞍山本部7項創歷史最好水
平，鮁魚圈分公司6項創歷史最好水平。能源成本持續降低。圍繞增
加餘熱餘能發電、提高轉爐煤氣回收、降低購電費用等，持續推進降
本增效，使外購能源成本得到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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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原燃料降採力度，通過建立虛擬鋼廠成本預測模型，準確把握
市場形勢，大宗原燃料實現市場差異化降採成效顯著。

通過做好各項基礎保障實現降本增效。強化物流保障，物流供應鏈
集成服務能力全面提升，積極推進物流信息化建設，多地物流園配
送庫系統全面上線運行；強化設備保障，推進備件「以舊換新」，全年
設備資材降採增效效果顯著。

(3) 大力開拓市場，強化營銷服務

加快推進東北核心銷售區域戰略，完善區域營銷佈局，在東北地區
設立100個直銷體驗店和銷售網點。不斷細化直供客戶住處及檔案，
走訪直供企業1852家。

挖掘客戶現實需求及潛在需求，密切供需聯繫，強化營銷服務。在穩
定戰略直供渠道的基礎上，努力挖掘潛在客戶，快速響應客戶需求，
全年開發新直供客戶150家，內貿直供比例達 66.7%。

對區域銷售公司的營銷體制實施了創新性變革，充分發揮區域銷售
網絡、加工、配送和現貨銷售的前沿服務優勢，密切與客戶的聯繫和
溝通，拓展服務領域，強化貼身服務，區域銷售公司的橋頭堡作用逐
漸凸顯。

營銷信息化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產銷ERP、分公司營銷平台、現貨
電商銷售平台功能不斷完善，依託現貨平台訂貨131.76萬噸，累計銷
售金額人民幣37.14億元。期貨網上訂貨功能基本實現。

統籌國內外市場，適時調整出口策略，穩定出口渠道。全年公司鋼材
出口結算量211.36萬噸，同比減少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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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調品提質，推進新產品研發

堅持走差異化、特色化、專業化的精品路線，打出「品種鋼+市場對接
+用戶服務+創新研發」的組合拳，不斷滿足個性化定製需求。推動新
產品開發向高效益、高技術的鋼種發展，暢通立項渠道，加快成果轉
化。在新產品立項方面，完成新產品立項66項；對外簽訂新產品開發
協議339個；驗收新產品項目58項。

2016年，公司採用大型鋼錠生產核一級設備 ––穩壓器用鋼 16MND5取
得成功，獲得中廣核認可證書，並成功實現陽江6#機組穩壓器用鋼
的生產、供貨；公司成功研發海洋核動力平台安全殼用鋼，為公司
核電用鋼開闢了一片新天地；公司完成大型集裝箱船用止裂鋼全部
船級社認證，使公司成為國內首家通過90毫米厚集裝箱船用止裂鋼
認證的鋼企，實現了對大型集裝箱船用止裂鋼設計規格的全覆蓋，
實現止裂鋼國產化，全面代替進口；首次成功批量生產厚度為2.0毫
米、寬度為1500毫米的極限超薄寬幅低合金汽車鋼；成功開發含碳量
為0.85%的高碳彈簧刃具用鋼SK85，替代了進口，搶佔了高端刃具市
場，促進產品結構調整升級；獨家中標中海油莆田LNG儲罐項目9Ni

鋼板合同，實現中海油系統9Ni鋼國產替代進口。

(5) 抓好重點項目研發，深化科研創效

組織並完成了「低温高壓服役條件下高強度管線用鋼」等 20項國家
「十三五」科技專項指南項目申報工作；承接並編製完成了「三代核電
反應堆安全殼用鋼」等 19項國家和鞍鋼集團重大科研項目。「冷軋硅
鋼邊部減薄控制核心技術開發與工業應用」等13項成果獲得省、行業
科學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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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多措並舉，使科技引領取得了新突破。國家「863」課題「深海高壓
油氣輸送用高強厚壁管材關鍵技術研究」完成了最大Φ1016mm口徑
厚壁鋼管的試製，完成了國家科技部與中石油的科技成果鑒定。國
家課題「基於 IMO標準的船用耐蝕鋼應用技術研究」完成為期 2.5年的
國內首艘示範油船的實船服役評價，耐腐蝕鋼板的耐蝕性較普通鋼
板提高3倍以上。國家課題「海洋平台用高錳高強韌中厚板及‘鈦╱鋼’
複合板研究與生產技術開發」完成首輪工業化試製，海洋平台用高錳
高強韌鋼板的冶煉、軋製、熱處理等全流程關鍵生產工藝技術實現
突破；鈦鋼複合板完成兩輪複合鋼板試製，軋製出鈦╱鋼複合板。國
家課題「三代核電反應堆安全殼用鋼」完成 130mm厚規格SA-738Gr.B生
產交貨，標誌着產品厚度規格拓展至6-130mm，並完成海陽二期核電
項目安全殼用鋼SA-738Gr.B供貨。關鍵性科研課題「系列耐磨鋼板及
其應用技術」採用特殊熱處理控制技術試製的5-9毫米NM400-NM600

鋼板板型接近進口HARDOX鋼板水平。關鍵性科研課題「高品質工業
純鐵生產技術研究」開發出純度 99.90%以上多牌號工業純鐵，達到行
業領先水平，年生產量超6萬噸。

推進研發機構改革，成立了鞍鋼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探索科技創新
合同制運作、創效提成的體制機制，提升科技創新、創效能力，加快
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最大限度地發揮研發優勢，激發科技人員的創
新潛能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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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強化資金保障，降低資金風險

鞏固原有融資渠道，穩固資金基礎。同時創新融資方式，擴大資金來
源。擴大與金融機構合作範圍，成功發行國內首支含權中期票據人
民幣40億元，既為公司資金需求提供了保障，也有效降低了資金成
本。該中期票據的成功發行，既豐富了中國債務融資工具體系，同時
也使企業利用創新的中期票據方案切實獲得了低成本的長期資金。

強化外匯資金管控，規避匯率風險。為規避美元匯率波動帶來的風
險，償還到期美元借款1.3億元，並對 1.5億美元存量借款實施了匯率
鎖定，匯率波動風險處於可控範圍內。

(7) 堅持綠色發展，創建和諧環境

全力推進西大溝污水深度處理工程建設，完成燒結機尾除塵器改造
項目、焦爐煤氣脫硫脫氰設施、關停八家子料場等環保工程，為改善
市區環境空氣質量做出了貢獻。全力推進建設項目環評及竣工驗收
工作，新建項目均依法取得環評批覆。全面完成「十二五」總量減排
任務。

污染物減排成績斐然。與上年相比，噸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
物和外排水分別削減26.7%、26.8%、12.5%和1.7%。

環境管理體系得以持續改進，順利通過了環境管理體系第三方外審，
進一步完善環境綜合管理信息平台的各項功能，大大提升了環境保
護信息化管理水平，廠容廠貌持續改善，環保管理水平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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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度公司發展規劃

1. 行業格局和發展趨勢

二零一七年，全球世界經濟仍處於深刻調整和變革之中，我國經濟
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二零一七年是本公司推進改革
創新、加快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面臨的經營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仍
然很多。

有利方面：一是中央政策將重塑鋼鐵行業格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提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改革為主線，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繼
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必將促進鋼鐵行業結構調整，
市場環境將更加公平有序。二是振興東北戰略將助推轉型升級。陸
續頒佈的振興東北政策，從深化改革、創新轉型、開放合作等方面，
為東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必將推動東北地區經濟企穩向好，為
公司轉型升級創造了良好的戰略機遇。

不利方面：一是過剩產能有待化解。目前，我國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
剩的現狀沒有根本改變，供需矛盾仍然突出。二是上下遊行業的不
確定性增強。從上遊行業來看，煤炭、焦炭價格將長時期高位震蕩，
導致鋼企成本高企。預計二零一七年鐵礦石價格波動將會加大，預
判難度增加。從下遊行業來看，市場需求總體仍然偏弱。三是環保壓
力持續增大。中央環保督查力度不斷加大，鋼鐵企業面臨着巨大的
環保壓力。

2. 公司發展戰略

做強精品鋼鐵，着重創新驅動，實施綠色製造，提供卓越服務，加快
佈局調整，推進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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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零一七年度經營方針

二零一七年，公司將勤勉務實，勇於打破陳規，實現創新發展，全力
抓好「六個深化」：

(1) 深化公司治理，在提升管控能力上實現新突破。

(2) 深化企業經營，在適應市場能力上實現新突破。

(3) 深化內部挖潛，在持續降低成本上實現新突破。

(4) 深化科技創新，在提升核心競爭力上實現新突破。

(5) 深化企業管理，在提升運營效率上實現新突破。

(6) 深化群眾路線，在建設和諧企業上實現新突破。

4. 資金需求計劃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五煉焦大修工程、能源管控中心 6萬立方米╱小
時製氧機組工程、煉鋼總廠三分廠1#板坯鑄機改造等主要建設項目
及對外投資擬投入資金人民幣1,495百萬元。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所需資金來源主要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和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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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信息分析

1. 概述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

比上年

同期增減

大幅度

變動的

情況及原因

(%)

營業收入 57,882 52,759 9.71 –

營業成本 50,186 49,469 1.45 –

銷售費用 1,928 2,311 -16.57 –

管理費用 1,626 1,808 -10.07 –

財務費用 1,286 1,346 -4.46 –

利潤總額 1,620 -3,763 143.05 註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 

的淨利潤 1,616 -4,593 135.18

現金流量淨額 -1,633 1,889 -186.45 註2

註1： 2016年，公司適時抓住鋼材市場轉暖的有利時機，實施一系列降本增效組
合舉措，提升公司效益。一是通過加大品種結構調整力度，提高鋼材綜合售
價；二是通過深入推進系統降本工作，降低全流程工序成本；三是通過強化
費用預算控制，壓降各項費用開支；四是通過擇機採購和期現結合，減少綜
合採購成本支出。通過上述工作的有效開展，使公司扭虧為盈，利潤大幅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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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 現金流量淨額比上年度減少人民幣3,522百萬元，主要原因：

(1) 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人民幣 4,349百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
788百萬元，原因如下：

① 本年淨利潤人民幣1,615百萬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6,215百萬
元。

② 存貨比年初增加人民幣2,716百萬元，上年同期為減少人民幣1,965

百萬元，兩年同比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4,681百萬元。

③ 經營性應收、應付項目增加本年現金流量人民幣 1,126百萬元，上
年同期為增加現金流量人民幣2,009百萬元，兩年同比減少現金流
量人民幣883百萬元。

④ 遞延所得稅資產比年初增加人民幣4百萬元，上年同期為減少人
民幣815百萬元，兩年同比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819百萬元。

⑤ 其他項目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620百萬元。

(2) 由於購建固定資產、在建工程支付的現金減少，使投資活動產生的現
金淨流出較上年減少人民幣2,178百萬元。

(3) 由於本年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減少，償還借款支付現金增加，使籌資
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較上年增加人民幣4,897百萬元。

(4) 匯率變動影響減少現金人民幣1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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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與成本

(1) 營業收入構成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2016年 2015年
同比
增減金額

佔營業

收入比重 金額
佔營業
收入比重

(%) (%) (%)

營業收入合計 57,882 100 52,759 100 9.71

分行業

鋼壓延加工業 57,742 99.76 52,686 99.86 9.60

其他 140 0.24 73 0.14 91.78

分產品

鋼材產品 53,396 92.25 48,513 91.95 10.07

其他 4,486 7.75 4,246 8.05 5.65

分地區

中國境內 52,435 90.59 45,334 85.93 15.66

出口 5,447 9.41 7,425 14.07 -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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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佔公司營業收入或營業利潤10%以上的行業、產品或地區情況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營業收入

比上年

同期增減

營業成本

比上年

同期增減

毛利率

比上年

同期增減

(%) (%) (%)

（個
百分點）

分行業

鋼壓延加工業 57,742 50,055 13.31 9.60 1.33 7.07

分產品

熱軋薄板 

系列產品
17,938 15,186 15.34 10.33 -6.84 15.60

冷軋薄板 

系列產品
20,828 17,404 16.44 15.72 8.54 5.53

中厚板 7,824 7,221 7.71 -0.25 -0.35 0.09

分地區

中國境內 52,295 44,979 13.99 15.54 6.78 7.05

出口 5,447 5,076 6.81 -26.64 -30.22 4.78

公司主營業務統計口徑在報告期內發生調整的情況下，公司最
近一年按報告期末口徑調整後的主營業務數據。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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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實物銷售收入是否大於勞務收入

✓  是  否

行業分類 項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減
(%)

鋼壓延加工業 銷售量（萬噸） 1,994.25 1,910.17 4.40

生產量（萬噸） 1,985.72 1,892.81 4.91

庫存量（萬噸） 101.93 103.01 -1.05

相關數據同比發生變動30%以上的，應當說明原因

 適用 ✓  不適用

(4) 公司已簽署的重大銷售合同截至本報告期的履行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5) 營業成本構成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行業分類 項目

2016年 2015年 佔營業
成本比重
同比增減金額

佔營業

成本比重 金額
佔營業

成本比重
(%) (%) （百分點）

鋼壓延 

加工業
原燃材料 36,575 73.07 35,150 71.16 1.91

其他 13,480 26.93 14,246 28.84 -1.91     

合計 50,055 100 49,396 100 –
     



– 19 –

(6) 報告期內公司合併範圍是否發生變動

✓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本年度新設成立一家子公司鞍鋼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納
入本公司合併範圍；2016年12月本公司的子公司鞍鋼廣州汽車鋼
有限公司吸收其他股東增資人民幣3.5億元，增資後本公司持有
鞍鋼廣州汽車鋼有限公司的股權比例由100%變為50%，變更為本
公司的合營企業，不再納入合併範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納入合併範圍的子公司共 19家。

(7) 公司報告期內業務、產品或服務發生重大變化或調整的有關情

況

 適用 ✓  不適用

(8) 主要銷售客戶和主要供應商的情況

本公司主要銷售客戶情況

前五名客戶合計銷售金額（人民幣百萬元） 9,807

前五名客戶合計銷售金額佔年度銷售總額的比例(%) 17.08

前五名客戶合計銷售額中關聯方銷售額 

佔年度銷售總額的比例(%)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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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五大客戶情況

序號 客戶名稱 銷售收入 比例

（人民幣
百萬元） (%)

1 A客戶 2,429 4.23
2 B客戶 2,210 3.85
3 C客戶 2,141 3.73
4 D客戶 1,729 3.01
5 E客戶 1,298 2.26  

合計 9,807 17.08
  

主要客戶其他情況說明：前五名客戶存在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
公司。

本公司主要供應商的情況

前五名供應商合計採購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19,542

前五名供應商合計採購金額 
佔年度採購總額的比例(%)

45.78

前五名供應商合計採購額中 
關聯方採購額佔年度採購總額的比例 (%)

34.29

公司前五名供應商的情況

序號 供應商名稱 不含稅採購額 比例

（人民幣
百萬元） (%)

1 A供應商 6,774 15.87
2 B供應商 5,619 13.16
3 C供應商 2,509 5.88
4 D供應商 2,396 5.61
5 E供應商 2,244 5.26  

合計 19,542 45.78
  

主要供應商其他情況說明：前五名供應商存在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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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費用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財務指標 2016年 2015年 同期增減 重大變動說明

(%)

銷售費用 1,928 2,311 -16.57 –

管理費用 1,626 1,808 -10.07 –

財務費用 1,286 1,346 -4.46 –

所得稅費用 5 837 -99.40 本年度所得稅費用比上年
同期減少人民幣832百萬
元，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度
虧損確認遞延所得稅資
產；二是本年度盈利，但
本公司使用前期未確認
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可抵
扣虧損，所得稅費用人民
幣5百萬元為子公司盈利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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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發投入

項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減
(%)

研發人員數量（人） 1,789 1,898 -5.74

研發人員數量佔比(%) 5.86 5.02 上升0.84個
百分點

研發投入金額（人民幣百萬元） 1,002 1,331 -24.72

研發投入佔營業收入比例(%) 1.73 2.52 下降0.79個
百分點

研發投入資本化的 

金額（人民幣百萬元）
– –

資本化研發投入佔研發投入 

比例(%)

– –

研發投入總額佔營業收入比重較上年發生顯著變化的原因：

 適用 ✓  不適用

研發投入資本化率大幅變動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說明：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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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金流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減
(%)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52,114 47,986 8.60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7,765 42,849 11.47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349 5,137 -15.34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913 1,149 -20.54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463 3,877 -62.2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50 -2,728 79.84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6,945 30,134 -10.58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2,358 30,650 5.57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413 -516 -949.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633 1,889 -186.45

相關數據同比發生重大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1) 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人民幣4,349百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
人民幣788百萬元，原因如下：

① 本年淨利潤人民幣1,615百萬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6,215

百萬元。

② 存貨比年初增加人民幣 2,716百萬元，上年同期為減少人民
幣1,965百萬元，兩年同比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4,68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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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經營性應收、應付項目增加本年現金流量人民幣 1,126百萬
元，上年同期為增加現金流量人民幣2,009百萬元，兩年同比
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883百萬元。

④ 遞延所得稅資產比年初增加人民幣4百萬元，上年同期為減
少人民幣815百萬元，兩年同比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819百萬
元。

⑤ 其他項目減少現金流量人民幣620百萬元。

(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本年比上年減少人民幣2,414百萬元，主要原
因是購建固定資產、在建工程支付的現金減少影響。

(3)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額本年比上年減少人民幣 2,178百萬
元，主要原因是購建固定資產、在建工程支付的現金減少影響。

(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額本年比上年增加人民幣 4,897百萬
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減少，償還借款支出現
金增加影響。

(5) 現金流量淨額比上年度減少人民幣3,522百萬元，主要原因一是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較上年減少人民幣788百萬元；二是
由於購建固定資產、在建工程支付的現金減少，使投資活動產生
的現金淨流出較上年減少人民幣2,178百萬元；三是由於本年取
得借款收到的現金減少，償還借款支付現金增加，使籌資活動產
生的現金淨流出較上年增加人民幣4,897百萬元；四是匯率變動
影響減少現金人民幣15百萬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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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與本年度淨利潤存在較大
差異的原因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項目 金額
（人民幣
百萬元）

將淨利潤調節為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淨利潤 1,615

加：資產減值準備 19

固定資產折舊 3,295

無形資產攤銷 156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的 

損失（收益以」–」號） -1

固定資產報廢損失（收益以」–」號填列） 16

財務費用（收益以」–」號填列） 1,281

投資損失（收益以」–」號填列） -427

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增加以」–」號填列） -4

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減少以」–」號填列） -18

存貨的減少（增加以」–」號填列） -2,716

經營性應收項目的減少（增加以」–」號填列） -1,605

經營性應付項目的增加（減少以」–」號填列） 2,731

其他 7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349

6. 流動資金情況、財政資源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長期借款（不含一年內到期部分）為人民
幣1,296百萬元，借款利率為4.2892–4.75%，借款期限為3–25年，借款將
於2018–2022年到期，主要用於補充流動資金。本集團一年內到期長
期借款為人民幣161百萬元。公司長期借款全部執行貸款合同約定的
固定利率，該利率隨央行相同期限貸款基準利率的變動按月調整。

本集團資信狀況良好，2016年經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
評級委員會審定，公司信用等級為「AAA」。2016年與公司有戰略合作
關係的17家金融機構為公司授信。本集團有能力償還到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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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2016年12月31日以外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0百
萬元（2015年12月31日為人民幣0百萬元。）

以下列貨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 1,968 3,601

美元 – –

港幣 – –

其他 – –  

小計 1,968 3,601
  

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資本承諾為人民幣1,076百萬元，主要為
已簽訂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的建設改造合同及已簽訂尚未履行
或尚未完全履行的對外投資合同。

7. 退休金計劃

本公司按照國家保險政策要求，依法為全體員工辦理了基本養老保
險（單位繳費比例為20%，個人繳費比例為8%），員工退休後可按月領
取養老金。本公司每月按上月列入成本（費用）工資總額的20%繳納基
本養老保險。2016年基本養老保險共繳人民幣660百萬元（其中：單位
繳費人民幣466百萬元，個人繳費人民幣 194百萬元）。

另外，本公司為全體員工建立了企業年金計劃，公司按上年列入成
本（費用）工資總額的 4%繳納，並對建立企業年金計劃前的工作年限
進行補償。2016年8月1日起，企業年金暫停繳費。2016年1-7月，企業
年金繳費人民幣90百萬元，其中個人繳費人民幣34百萬元，企業繳費
人民幣56百萬元；2016年企業年金補償款人民幣 3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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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匯風險

本集團在出口銷售產品、進口採購生產用原材料以及工程用設備等
主要外幣交易採用鎖定的固定匯率與進出口代理進行結算。因此，
本集團並無交易方面的重大外幣風險。

本集團持有外幣借款2.7億美元，其外匯風險取決於人民幣對美元匯
率變化情況。2016年，因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公司承擔匯兌損失
人民幣43百萬元。

資產、負債狀況分析

1. 資產構成重大變動情況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2016年末 2015年末
比重
增減

重大
變動說明金額

佔總資產

比例 金額
佔總資產

比例
(%) (%) （百分點）

貨幣資金 1,968 2.23 3,601 4.06 -1.83 –

應收賬款 1,942 2.21 1,123 1.27 0.94 –

存貨 10,466 11.88 8,008 9.04 2.84 –

長期股權投資 2,968 3.37 2,673 3.02 0.35 –

固定資產 49,065 55.71 51,014 57.58 -1.87 –

在建工程 2,232 2.53 2,852 3.22 -0.69 –

短期借款 18,995 21.57 16,319 18.42 3.15 –

長期借款 1,296 1.47 962 1.09 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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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負債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期初數

本期

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

計入

權益的

累計公允

價值變動

本期計提

的減值

本期

購買金額

本期

出售金額 期末數

金融資產

其中：
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
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資產（不含
衍生金融資產） – – – – – – –

2. 衍生金融資產 4 – – – – – 0

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2 – -7 – – – 52

金融資產小計 66 – -7 – – – 52

投資性房地產 – – – – – – –

生產性生物資產 – – – – – – –

其他 – – – – – – –

上述合計 66 – -7 – – – 52

金融負債 – – – – – – –

報告期內公司主要資產計量屬性是否發生重大變化

 是 ✓  否

3. 資本負債的比率

本集團股東權益與負債比率於 2016年12月31日為1.06倍，2015年12月
31日為0.97倍。

4. 截至報告期末的資產權力受限情況

本集團本年以賬面價值人民幣 63百萬元的應收票據向銀行質押，申
請開具了人民幣 63百萬元的應付票據，質押期限為 2016年7月至2017

年7月；以賬面價值人民幣1,547百萬元的應收票據向銀行質押取得短
期借款人民幣1,42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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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或有負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無或有負債。

核心競爭力分析

1. 資源保障條件

鞍山週邊地區鐵礦資源儲量豐富，鞍鋼集團礦業公司掌握鐵礦資源
量88億噸；擁有2.3億噸╱年採剝生產能力、6500萬噸╱年選礦處理能
力，居國內首位，世界前列；採礦技術國內領先，選礦技術國際領先，
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資源保障條件。

2. 企業文化優勢

以「創新、求實、拼爭、奉獻」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博大精深，是幾代鞍
鋼人精神的概括、提煉和升華，具有豐富的內涵包容性和寬廣的外延
輻射力，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優良作風。
企業文化不斷充實新時代內涵，以優勢文化、創新文化、競爭文化、
和諧文化的鮮明個性色彩，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創新發展。

3. 技術、裝備能力

本公司鞍山地區本部生產基地主體生產工藝和技術達到國內先進水
平，主體裝備現代化、大型化。在鋼鐵工廠建設和施工管理方面有豐
富的經驗。

鞍鋼股份鮁魚圈鋼鐵分公司生產基地工藝裝備和技術先進，佈局緊
凑，綠色發展具有較好基礎，主要技術指標國內領先。JNX-7-2型複熱
式焦爐、2套160t/h的乾熄焦裝置和煤氣淨化設施、2座4038m3高爐；3

座260噸頂底複吹轉爐，引進轉爐靜態和動態控制模型及底吹、副槍
和質譜儀技術，實現自動化煉鋼，可生產低碳鋼、低磷鋼；1台L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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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RH和1台ANS精煉爐，可對超低碳、低合金鋼種進行精煉處理；3台
鑄機年產能650萬噸，其中一台為厚板鑄機，兩台常規鑄機；5500線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寬厚板軋機之一，粗軋機最大開口度 1100mm、最大
成品厚度達400mm，能實現60噸以內鋼錠、複合坯和連鑄坯一次軋製
成超薄、超寬、超厚產品的全工序生產。

4. 產品綜合市場競爭力

產品種類、規格較齊全，且具有一定的差異化優勢，品牌有較高的知
名度和信譽度，對用戶提供配套服務上具有較強的優勢。

板材產品實力相對較強，汽車板、家電板、集裝箱板等產品行業領
先。可穩定生產用於汽車外覆蓋件的高等級表面冷軋及鍍鋅汽車鋼
板。鐵路用鋼、集裝箱用鋼板和造船板保持着「中國名牌產品」稱號。

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結構鋼熱軋鋼板、焊接用鋼盤條、鋼簾線用盤條、
氣瓶用無縫鋼管（冷拔和熱軋）、管線管無縫鋼管（熱軋）、石油套管和
油管管體（熱軋）、保證淬透性結構鋼熱軋圓鋼、無縫鎳和鎳合金冷凝
器及熱交換器管子（冷軋）、鐵路道岔用非對稱斷面鋼軌獲2014年中國
冶金產品實物質量「金盃獎」。

高速鐵路用鋼軌、冷鐓用碳素鋼熱軋盤條、8.8級冷鐓用含硼鋼熱軋
盤條、大容積氣瓶用無縫鋼管（冷拔）、低温用無縫鋼管（熱軋）、管線
管（熱軋無縫鋼管）、套管和油管（熱軋無縫鋼管）、冷作模具用熱軋扁
鋼、冷作模具用熱軋圓鋼、冷作模具用鍛製圓鋼、汽輪機葉片用鍛製
圓鋼、高壓鍋爐用無縫鋼管（冷加工）、汽車結構用熱軋鋼板和鋼帶、
汽車大樑用熱軋鋼帶、汽車車輪用熱軋鋼帶獲得2015年中國冶金產
品實物質量「金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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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合研發實力

本公司綜合研發實力位居國內鋼鐵行業領先水平。

開發熱衝壓成形鋼AC1500HS(22MnB5)，具備批量供貨能力，用於生產
汽車零件，鋼板強度達到1500MPa以上。

高端裝備用特厚特寬鋼板製造關鍵技術研發實現Q235B等同質特厚
複合板坯、9Ni鋼等異質複合板坯穩定焊接生產；實現不銹鋼複合板
坯的焊接。

高性能海洋工程用鋼，應用電渣重熔工藝生產330mm斷面鋼坯，生產
114mm大厚度Q960級別海工鋼；開發出最大厚度達89mm正火海工鋼。
鍋爐壓力容器系列用鋼，可生產特厚鍋爐用鋼13MnNiMoR、調質高
強度容器用鋼07MnMoVR、07MnNiVDR和07MnNiMoDR、低温容器用鋼
09MnNiDR和15MnNiNbDR，產品最大厚度規格達 200mm。

實現高品質取向硅鋼30AG120、27AG100、35AG115批量生產。開發了
鐵路車輛用耐蝕鋼S450AW，實現耐大氣腐蝕鋼高效、綠色的工業化
生產。完成AP1000、CPR1000等核電大型設備用碳素及低合金高強度
鋼鋼種的國產化。

6. 自主知識產權與技術控制能力

以專利申請、授權數量和專有技術數量為標誌的知識產權工作在冶
金行業位於第一梯隊；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制修訂中承擔重要角
色。「十二五」期間，作為主編單位，完成 2項國際標準、10項國家標
準、11項行業標準；作為參加單位，完成 11項國家標準。標準涵蓋鋼
板、鋼帶、鋼管、盤條、化工產品、化檢驗方法等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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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TMCP超高強度船體及海洋工程用系列鋼板開發」獲遼寧省企業
重大研發成果獎，「一種立方系材料織構的定量測試分析方法」、「一
種冶金廢料產品作為轉爐冷却劑及其使用方法」和「一種低成本潔淨
鋼的生產方法」等發明專利獲中國專利優秀獎。「低成本潔淨鋼生產
技術開發與應用」、「一種消除軋機工作輥標定印的方法」等項目獲得
國際發明展「卓越創新獎」。

報告期內本集團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的情況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本集團本年度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核算方法
未發生變化。

報告期內本集團發生合併範圍的變更事項

本公司本年度新設成立一家子公司鞍鋼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納入本公司
合併範圍；2016年12月本公司的子公司鞍鋼廣州汽車鋼有限公司吸收其
他股東增資人民幣3.5億元，增資後本公司持有鞍鋼廣州汽車鋼有限公司
的股權比例由 100%變為50%，變更為本公司的合營企業，不再納入合併
範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納入合併範圍的子公司共 19家。

報告期後事項

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集團概無任何對本
集團有重大影響的報告期後事項。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股份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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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作為一家在香港和深圳兩地上市的公司，本公司一直致力於按照國際企
業管治標準來提升企業管治水平。董事會及管理層明白其有責任制定良
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並嚴格執行，以保障股東的權益及長期為股
東創造價值。

本公司已採納現行的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條文。本公司已定
期審閱企業管治常規，除了以下事項，公司較好地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1)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A.1.8的要求，「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會
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

2016年度，公司未為董事作投保安排。

公司嚴格遵照《公司法》、《證券法》、中國證監會有關規定以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等要求，規範運作，建立了較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和運行有效的
內部控制體系。從而降低了董事的法律風險，因此未為董事作投保
安排。

(2)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E.1.2的要求，「董事長應出席股東周年大
會。」

2016年度，公司董事長由於公務未親自出席公司股東周年大會，委託
公司董事兼總經理王義棟先生出席並主持了股東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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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查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並就審
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計財務報表）進行磋商。

重大擔保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重大擔保事項，也無存續至本報告期的重大擔保事項。

年度股東大會

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度股東大會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星期四）召開。
召開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及本公司的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將會根據香
港聯交所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刊發並寄發給本公司的H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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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2016年12月31日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附註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968 3,60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4

應收票據 8,352 8,311

應收賬款 2 1,942 1,123

預付款項 2,586 2,493

應收股利 6

其他應收款 362 49

存貨 10,466 8,008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合計 25,676 23,595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39 849

長期股權投資 2,968 2,673

投資性房地產
固定資產 49,065 51,014

在建工程 2,232 2,852

工程物資 9 6

無形資產 5,755 6,086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25 1,521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62,393 65,001
  

資產總計 88,069 8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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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項目 附註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8,995 16,319

應付票據 1,766 3,991

應付賬款 3 10,055 5,799

預收款項 4,065 2,834

應付職工薪酬 124 167

應交稅費 (131) 20

應付利息 76 181

其他應付款 1,678 2,106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61 4,587

其他流動負債 7,000  

流動負債合計 36,789 43,004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296 962

應付債券 3,944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1

遞延收益 739 91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 34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5,992 1,911  

負債合計 42,781 4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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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項目 附註
2016年

12月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股東權益：

股本 7,235 7,235

資本公積 31,519 31,519

其他綜合收益 12 18

專項儲備 52 54

盈餘公積 3,580 3,580

未分配利潤 4 2,484 868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44,882 43,274

少數股東權益 406 407  

股東權益合計 45,288 43,681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88,069 8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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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12個月期間

編製單位：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個月期間

項目 附註 2016 2015

一 . 營業總收入 57,882 52,759

其中：營業收入 5 57,882 52,759

二 . 營業總成本 56,718 57,027

其中：營業成本 5 50,186 49,469

稅金及附加 6 271 224

銷售費用 1,928 2,311

管理費用 1,626 1,808

財務費用 8 1,286 1,346

資產減值損失 1,421 1,869

 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4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427 391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335 340

三 . 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591 (3,873)

 加： 營業外收入 61 182

 減： 營業外支出 32 72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23 32

四 . 利潤總額

 （虧損總額以「–」號填列） 1,620 (3,763)

 減： 所得稅費用 9 5 837

五 . 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1,615 (4,600)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616 (4,593)

 少數股東損益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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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12個月期間

項目 附註 2016 2015

六 .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6) 11

 （一）以後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
 他綜合收益
1. 重新計量設定受益計劃淨

負債或淨資產的變動
2. 權益法下在被投資單位不

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
綜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額

 （二）以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
 綜合收益 (6) 11

1. 權益法下在被投資單位以
後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
他綜合收益中享有的份
額 1 4

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
值變動損益 (7) 7

3. 持有至到期投資重分類為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損益

4. 現金流量套期損益的有效
部分

5.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6. 其他

七 . 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股） 10 0.223 (0.635)

 （二）稀釋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股） 10 0.223 (0.635)

八 . 綜合收益總額 1,609 (4,589)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
收益總額 1,610 (4,582)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
收益總額 (1) (7)

合併利潤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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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特別說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百萬元）

1.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本集團財務報表以持續經營假設為基礎，根據實際發生的交易和事
項，按照財政部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 ––基本準則》（財政部令第 33號
發佈、財政部令第76號修訂）、於2006年2月15日及其後頒佈和修訂的
41項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及
其他相關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財務報告的
一般規定》（2014年修訂）的披露規定編製。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本集團會計核算以權責發生制為基
礎。除某些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均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基礎。資產
如果發生減值，則按照相關規定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

2. 應收賬款

（1） 應收賬款按種類列示

年末數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種類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 (%)

單項金額重大並單項計提 

壞賬準備的應收賬款 1,489 77

單項金額雖不重大但單項計
提壞賬準備的應收賬款 454 23 1 100    

合計 1,943 100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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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數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種類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 (%)

單項金額重大並單項計提 
壞賬準備的應收賬款 741 65

單項金額雖不重大但單項計
提壞賬準備的應收賬款 383 35 1 100    

合計 1,124 100 1 100
    

(2) 應收賬款按賬齡列示

年末數 年初數  
項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 (%)

1年以內 1,851 95 1,042 93
1至2年 19 1 78 7
2至3年 72 4 3
3年以上 1 1    

合計 1,943 100 1,124 100
    

3. 應付賬款

年末數 年初數  
項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 (%)

1年以內 9,971 99 5,733 99
1至2年 24 7
2至3年 2 1
3年以上 58 1 58 1    

合計 10,055 100 5,799 100
    

2. 應收賬款（續）

（1） 應收賬款按種類列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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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分配利潤

項目 本年數

本年年初餘額 868

本年增加額 1,616

其中：本年淨利潤轉入 1,616

其他調整因素
本年減少額
其中：本年提取盈餘公積數

本年提取一般風險準備
本年分配現金股利數
轉增資本
其他減少  

本年年末餘額 2,484
 

註： 董事會於2017年3月28日提議本公司向普通股股東派發現金股利，每股人民
幣0.067元，共計人民幣485百萬元。此項提議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東大會批
准。於資產負債表日後提議派發的現金股利並未在資產負債表日確認為負
債。

5. 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

項目 本年數 上年數

主營業務收入 52,742 52,686

其他業務收入 140 73  

營業收入合計 57,882 52,759
  

主營業務成本 50,055 49,396

其他業務成本 131 73  

營業成本合計 50,186 4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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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金及附加

項目 本年數 上年數

資源稅及營業稅 3 8

城市維護建設稅 156 126

教育費附加及地方教育費 112 90  

合計 271 224
  

7. 折舊與攤銷

項目 本年數 上年數

固定資產折舊 3,295 3,767

無形資產攤銷 156 158  

合計 3,451 3,925
  

8. 財務費用

項目 本年數 上年數

利息支出 1,360 1,528

其中：5年內須全部償還銀行貸款及其 

 他貸款的利息 937 911

融資租賃期間的融資費用
其他利息支出 423 617

減：利息收入 43 33

減：利息資本化金額 79 299

匯兌損益 43 113

減：匯兌損益資本化金額
其他 5 37  

合計 1,286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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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費用

項目 本年數 上年數

按稅法及相關規定計算的當期所得稅 27 10

遞延所得稅調整 (22) 827  

合計 5 837
  

10.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釋每股收益

項目 本年數 上年數

（一）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23 (0.635)

（二）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23 (0.635)
  

11. 分部信息

本集團根據業務類型劃分為一個經營分部：生產及銷售鋼鐵產品。

12. 承諾事項

項目

截至2016年

12月31日

截至2015年
12月31日

已簽訂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的對外
投資合同 18 18

已簽訂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的建設
改造合同 1,058 1,420  

合計 1,076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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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淨流動資產

項目 年末數 年初數

流動資產 25,676 23,595

減：流動負債 36,789 43,004  

淨流動資產╱（負債） (11,113) (19,409)
  

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項目 年末數 年初數

總資產 88,069 88,596

減：流動負債 36,789 43,00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1,280 45,592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姚林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姚 林
王義棟
李忠武
張景凡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大軍
馬衛國
羅玉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