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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2018年年度报告业绩发布 

协同  变革  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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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包含某些前瞻性陈述。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的结果在本质上不同于前

瞻性陈述中提供的结果。本文中所载的预测性描述代表本公司截止本公布日止的立场。尽管

本公司预测日后事件及发展可能导致本公司立场有所改变，但本公司明确卸弃对这些预测性

陈述作出更新的任何责任（适用法律规定的除外）。本公布日期后的任何日期起，不应依据

这些预测性陈述作为代表本公司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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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绩概况 



业绩表现 

经营规模 

实现跨越 
商品坯材销量（万吨） 营业总收入（亿元） 

盈利能力 

创历史新高 
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617 

4710 

4627 

年度目标 2018年 2017年 

102% +2.0% 

2873 

3052 

2895 

年度目标 2018年 2017年 

106% 
+5.4% 

278 

240 

2018年 2017年 

+16% +12.8% 12.7 

12.2 

2018年 2017年 

501 

460 

2018年 2017年 

+8.8% 

EBITDA（亿元） 

提高0.5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亿元） 

5 

0.97 

0.86 

2018年 2017年 



利润总额：第2   同比提升1名，反超浦项 

吨钢利润排名第3 

278 

宝钢股份 

261 

沙钢集团 

安赛乐米塔尔 宝钢股份 沙钢集团 

330 278 261 

214 

纽柯钢铁 

330 

安塞乐米塔尔 

业绩排名 
在全球2000万吨以上代表钢企中 在境内96家大中钢协会员钢企中 

国内利润总额：第1 

利润 
占行业比例 

利润 
占前10公司比例 

9.7% 22% 

销量 
占行业比例 

单位：亿元 

6.9% 

102 

139 

江西方大 

103 

广西柳州 

278 

宝钢股份 
沙钢集团 北京建龙 

261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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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现金流 

456.1亿 

资产负债率 

43.5% 

总资产 

周转率0.9 

经营现金流 

经营活动实得净现金流456.12亿元，

创上市以来最高水平，为应得现金的

106.8% 

资产负债率 

资本结构持续优化，同比下降6.7个百分

点，较行业平均水平低21.5个百分点 

流动资产 

周转率2.4 

财务结构和运营效率持续优化 

综合绩效 

流动资产周转率2.4，同比
加快12.6% 

流动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0.9，同比加快9.8% 

总资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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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获得肯定 

继续保持全球综合性钢铁企业最高信用评级 

资本市场成绩喜人 

资本市场及评级获得肯定 

综合绩效 

信用评级 

资本市场 

评级展望均维持“稳定” 

《机构投资者》杂志 

“亚太区公司管理团队”

排行榜基础材料组“最佳

投资者关系公司”第一名 

Baa1上调为 A3 

BBB+上调为 A- 

金圆桌奖“最佳董事会” 

《财富》杂志 

中国最佳董事会5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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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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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变革 技术领先 

全年成本环比削减38.5

亿元，定比2015年削

减70亿元。 

服务先行 智慧制造 城市钢厂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首发

产品和关键技术实现新突

破，多基地协同研发取得

实效 

多基地产销协同，同质

化产品销售模式创新取

得新进展，国际化经营

进一步提升 

坚持创新驱动，加速

推进智慧制造，并取

得实质性进展，智慧

制造进入新阶段 

重点污染源在线排放

100％过程达标，全年

无重大环境风险事件 

业绩分析—5+1能力建设助力业绩提升 

+ 多基地管理 

推进多基地管理制度建设、

系列化培训、管理评价体

系研究等工作，多基地管

理模式探索坚实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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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3410 

3403 
3849 

钢铁行业吨材销售成本 宝钢股份吨坯材销售成本 

成本变革 

成本削减三年累计191.7亿元，超额完
成第一轮三年削减170亿元的规划目标 成本削减的实现基于技术进步、指标持续改善以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59 

63 

70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11 

581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成本削减（定比2015年） 吨钢综合能耗 现货发生率—  废次降率— 

6.71 

5.31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东山基地 
排名第2 

同比提

升 6 名 

宝山基地 
2018年 

国内行业平均 — 

铁水成本排名 

2003  2053  

1889  1848  

2018  2131  

2017年 2018年 

吨材销售成本 

公司吨坯材销售成本上涨幅度显著低于行业平均 

上涨36% 

上涨13% 

2015年 
东山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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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首发产品和关键技术实现新突破 

新产品差异化发展 

坚持新产品差异化发展道路，以创新的产品

和服务持续满足和引导市场当前及潜在需

求。2018年，薄规格取向硅钢B18P080、

高强度高精度磁轭钢 SXRE750等七项产品

实现全球首发。关注市场端需求满足和现场

端问题解决，12项重大技术取得突破。 

多基地协同研发 
多基地协同研发取得成效。推进“一院

多中心”、厂所协同研发管理模式，实

现多基地研发资源的统筹和优化配置。

构建“众研”平台，以“互联网+创

新”推进宝武众研平台建设上线。 

 

“金苹果”计划果实累累 

持续推进“金苹果”计划。2018年金苹果

团队成功开发 2项全球首发产品，100多

项业内领先的重点产品、工艺和装备技术

取得突破， 共申请发明专利196项、国际

专利36项，新增直接经济效益超5亿元。 

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承担国家项目，牵头“高效率、低损耗

及特殊用途硅钢开发与应用”、“高性

能超高强汽车用钢”等“十三五”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6项，2018年累计获得国

家拨款3580 万元。 

技术领先 

R&D 
投入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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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先行 

着力抢占市场先机 

强化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热轧产能预售营销模式，提供多

样化的定价及资源选择周期，满足用

户不同的需求周期要求。探索东山基

地厚板同质化产品“快速精准交货” 

营销模式，交货期较常规期货合同缩

短50%- 60%。非汽车冷轧产品大量

使用网上直销营销模式，实现期货为

主、少量现货补充的组合营销模式。 

建立多基地产销平衡运行机制，

确保铁水平衡，大幅提升各基地

互供料合同完成精度，各基地互

供料完成率均达到90%的年度目

标，互供料完成量159.1万吨，实

现效益最优的整体产销平衡 碳钢产品出口签约量完成年度预

案的102.7%。推进欧洲福特、

德国大众、大众商用车和奔驰零

件切换，完成对奔驰批量供货的

全部准备。加强国际政策研究，

做好贸易摩擦应对及营销策略转

型；推进国际激光拼焊公司业务

整合，经营业绩取得明显进展。 

同质化产品销售
模式取得新进展 

强化多基地 

产销协同 

国际化经营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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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制造 

宝山基地 全球首套多座大型高炉控制中心建成启用，完成3号连铸机

智能化改造，硅钢四期智慧制造进入调试、试运行阶段；

国内面积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钢制品无人化仓库投运 

青山基地 完成四炼钢连铸机离线值守、无人化浇钢改造；完成

运输部机车驾驶单乘制改造和交管式平交道口无人化

改造；焦化公司实现布料机远程自动化操作 

东山基地 实现一二期原料场堆取料机无人化操作；1550冷轧

轧后库、成品库行车全部无人化投用；热轧全线L2

模型自动投入率保持在98%左右。 

梅山基地 原料系统智慧化改造完成并投运；全国第一台智能

化热态熔融金属吊在炼钢厂投入运行，实现自动巡

航，实现 结晶器区域无人浇铸、转炉操作集控。 

坚持创新驱动， 智慧制造取得实质性进展 

注：智能车间为宝山基地冷轧C008热镀锌试点建设车间 

智慧 
钢厂 

智能装备 
改造项目 

106个 

产生直接 
减员机会 

789人 

智能车间 
产能提升 

10% 

技改项目 
投资 

14.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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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钢厂 

宝山基地实现了全面污

染源在线监测及预警；首

届进博会期间空气保障管

控方案成功实施；顺利推

动转底炉、滩涂整治等一

系列项目启动实施；完成

厂区生态绿化建设面积

25万平方米。 

主要环保指标实绩得到持续改善，重点污染源在线排放100％过程达标，全年无重大环境风险事件 

青山基地完成湖北省环

保驻点执法问题整改；清

理设备缺陷、生产管理等

问题，完成整改。固废综

合利用率由96.5%提高到

99.02%，返生产利用率

由14.70%提高到

18.38%。 

梅山基地推动水污染

防治，强化执法监督机

制；完成烧结脱硝、焦

炉脱硫脱硝改造等项

目，污染物综合减排率

较同比下降20.93%；危

废返生产利用率达到

98.7%。 

东山基地完成一、二高炉

系统竣工环保验收，三高炉

系统项目环评通过专家评审；

被评为“全国冶金绿化先进

单位”；成功入选2018年

度“中国钢铁工业清洁生产

环境友好企业”推荐名单并

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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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地管理 

深入探索实践多基地管控运行模式，进一步明确基地定位与管理关

系，组织推进管理制度建设、系列化培训、管理评价体系研究等工

作。组织编制多基地管理模式建设六年规划，在多个领域制订关键

里程碑目标和管理指标，发挥管理牵引作用。 

功能 
定位                  

基地 
规划                 

能力 
要求                 

使命
任务                 

 三个统一：统一营销、统一采购、统一研发 

 四个同一：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同一标准、同一平台 

核心要素：产品同质、成本最优、效率最高 

基
地 

公
司 

管
理 

公司愿景 

公司愿景：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
企业，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 

通过打造多基地管理能力，建立高效、协同

的运作体系，有利于形成合力，有利于保障

各基地更好地承载和发展“五大能力“。 

公司发展愿景 

宝山、 青山、 东山 、  梅山   基地 

成本
变革 

技术 
领先 

服务 
先行 

智慧 
制造 

城市 
钢厂 

多基地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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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分析—产品竞争优势夯实业绩基石 

产品竞争优势夯实业绩基石 

冷轧汽车板销售876万吨，继续保持50%以上市场占有率 

冷轧汽车板出口79万吨，同比增长37.5% 

开展新能源车用户梳理， 新能源汽车用户年订货量6万吨 

无取向硅钢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第一 

热轧热处理产品销售7.5万吨，同比增长82.9% 

全年钢产量4849.5万吨，完成年度目标的100.8% 

优势产品销量1566.2万吨，完成年度目标的106.4% 

    其中：独有产品销量164.8万吨，完成年度计划109.2% 

    战略产品销量1401.4万吨，完成年度计划106.1% 

市场开拓创新取得优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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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优化各基地机构设置 
公司总部部门及宝山基地减少9 个分厂级机构；青山基地完成

设备、制造系统集中一贯管理；东山基地完成72个协力项目

商业模式的转换；梅山基地多元单元瘦身工作快速推进，部

分非核心业务实现社会化。 

02、深化厂管作业区体制变革 
宝山基地炼钢厂、热轧厂探索研究形成有关改革方案；青山基地全面完

成作业区建设，启动厂管作业区探索与试点；东山基地以三高炉系统建

设为契机，有序稳妥推进作业区优化整合；梅山基地除铁、钢外，其余

所有单元均实现厂管作业区。 

03.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深化改革力度，公司运行效率显著提升。全年精简正式员工5083人，效率提升

8.3%。完成5户法人压减，全年参股公司瘦身户数8户；年末子公司亏损户数较

年初下降47%。 

业绩分析—机制变革保障高效高质量运营 

高效 
高质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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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基地 

 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年末有息负债较年

初降低69.2%，资产负债率较年初下降

10.8个百分点 

 宝武整合纵深推进，仅用22个月完成了

18个经营层管理系统和8个制造层系统

的全覆盖，实现人、财、物全程信息系

统管控；彩涂率先实现“四同”，产

量、质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铁钢材全面增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优

于率81%，刷新率51% 

 

青山基地 

 全年利润创历史新高，有息负债较年初

下降47.2% 

 积极应对限煤环保面临的巨大挑战，生

产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进步率75%、刷新率58% 

 效率提升取得突破，劳动效率提升

8.37%，作业区数量压缩17.8% 

 多元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成功申报高新

技术企业 

 

 经营业绩符合预期，利润总额完成年

度目标的104% 

 成本竞争优势凸显，全年成本削减

14.8亿元，吨钢成本削减达166元；

铁水成本国内同行排名第二 

 全年完成品种拓展192个，汽车板累

计准发149万吨，用户端问题的响应

速度和改善能力提升明显 

 

 探索和掌握“二对四”下生产组织和高炉

操作应对模式，实现成本削减7.53亿元 

 TPC加废钢成效显著，铁水比创历史最低，

连铸日均浇铸炉数突破历史最佳水平，炼

钢增产15万吨 

 汽车板超高强钢成材率刷新历史新高；冷

轧汽车板销量占公司冷轧汽车板总销量的 

63.3%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持续改进，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刷新率59.9 % 

东山基地 梅山基地 

业绩分析—四大基地业绩及能力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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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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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市场回顾 

钢铁市场延续低迷 
一季度“长强板弱”格局未得到明显改善，长材市场需求旺盛，汽车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受基建投资旺盛及巴西

溃坝影响，原料价格大幅上升，钢铁企业购销差价进一步收窄，一季度公司购销差价处于近2年来最低水平。 

受基建投资旺盛支撑叠加巴西溃
坝事件影响，矿价大幅上扬。一
季度普氏指数83美元，环比上升
16%，4月份涨幅进一步扩大。 

一季度国内钢材价格指数108，
同比下降 6.2% ，环比下降
2.1%，继续呈现长强板弱格局，
需求偏弱未出现趋势性扭转。 

据中汽协统计，1-2月汽车产销延
续了下降趋势，1-2月汽车产量
377.65万辆，同比下降14.08%， 
其中乘用车产量同比下降16.79% 

普氏指数趋势图（2018-01-01至2019-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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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业绩表现 

国内利润总额保持第1 

排名 公司 1-2月利润 利润占比

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88,600      8.7%

2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844      5.9%

3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32,895      5.5%

4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20,040      5.0%

5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09,736      4.6%

6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103,338      4.3%

7 福建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2,003      4.2%

8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 65,000        2.7%

9 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64,655        2.7%

10 迁安市九江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60,916        2.5%

1,088,027  46.2%

2,168,981 100.0%

前10家企业合计

94家钢协合计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表        境内大中钢协会员钢企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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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单位 去年同期 上季度 本季度 同比 环比

1 粗钢产量 万吨 1189 1212 1184 -5 -29

2 营业收入 亿元 675 796 654 -22 -142

3 利润总额 亿元 69 62 36 -33 -26

4 EBITA 亿元 123 121 89 -35 -32

5 经营净现金流 亿元 35.9 88.5 13.6 -22.4 -75.0

6 成本削减 亿元 18.1 -0.2 18.6 0.5 18.8

7 营运周期 天 42.8 - 34.9 加快7.9天 -



成本削减大幅超目标进度 

 
 

固定 
成本 

 
 

变动 
加工成本 

 
 

期间费用 
及其他 

49% 

274% 

175% 

 
 

成本削减 
贡献 

18.6亿元 

82% 

一季度公司成本环比削减18.6亿元，有效对冲购

销差价收窄对盈利空间的侵蚀，支撑了公司的一

季度经营业绩表现。 

完善全流程系统协同降本机制、优化压力传
递方式、推进班组岗位降本，坚持全流程系
统性协同降本理念 

项目化落实削减目标分解，强化绩效导向、
突出协同降本、推进全员参与。持续推进竞
价电、避峰就谷及煤气放散管控工作 

持续强化过程管控和现场基础管理，推进配煤
配矿结构优化降本项目以及优化轧钢工序用能
格局、大力推进节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持续推进制造端技术降本和费用削减，加大
“渐进式”改善和“生产组织优化降成本”
的推进力度 

分项目成本削减目标完成率 

宝山 
基地 

梅山 
基地 

东山 
基地 

青山 
基地 

2019年一季度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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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1.3%

的市场环境下，冷轧汽车板

销量210万吨，基本踩上

时间节点。 

冷轧汽车板销量 

策划制定新时期员工转岗转

型政策，明确改革举措，一

季度劳动效率提升2.5%，

超过年度目标时间进度。 

正式员工劳动效率提升 

重大项目按节点推进：湛江钢

铁三高炉项目2月完成环评批

复，3月底全面开工建设。 

重大项目实施节点 

成本环比削减18.62亿元，

完成年度目标的82%，有利对

冲了购销市场的不利因素，支

撑了经营业绩的提升。 

成本削减 

稳扎稳打，稳中有进，一季度五大经营总目标均达到或超过间进度 

2019年经营总目标评估 

2019年一季度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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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上下游行业 

钢铁行业 

全球三大经济体转向宽松，美国降息预期增

强，利好全球需求；中国GDP增速预计6.0-

6.5%，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 

 2019年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从去杠杆转向逆周

期调节和稳定总需求，货币政策从中性转向松

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国内大规模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及刺激内需消

费将起到积极作用 

中美贸易争端出现阶段性和解迹象 

 在稳增长政策支撑下，长材需求强劲，汽车板
需求总体偏弱、工程机械用钢需求保持高位，
家电板需求有望小幅增长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阶段性和解，近期国内钢材
出口形势较年初预期有所好转，但受全球贸易
摩擦影响，全年钢材出口大概率呈下行趋势 

 稳增长力度超预期，国内钢材总需求预测上调
至1% 

 国内环保限产松动，叠加产能置换带来的高炉、
电炉产能以及新建轧线产能陆续投产，2019年
国内钢材供给面临增长压力 

 2019年新增海运铁矿产量进一步放缓，铁矿石价

格受国内铁钢规模及“长强板弱”趋势支撑，总体

保持高位，国内煤价总体以小幅波动为主，焦炭价

格总体偏强运行 

 2019年汽车产量延续负增长，降幅预计在2%左右；

得益于国家减税降费刺激和家电下乡政策的扶持，

家电市场预计全年整体有小幅增长 

 中国油气长输管道迎来新的建设高峰期，石油管线

工程对管线钢的需求旺盛 

 中国新一轮特高压工程（九条线）对高性能取向硅

钢需求量增加 

2019年外部市场分析 
全球增速放缓；上游价格维持高位，下游需求增速下降；行业供给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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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顺行产销平衡，求稳定 
部分基地外购焦增加带来成本上升和资源保障风险，各制造基地高炉稳定顺行面临较
大考验，对各基地铁钢和板坯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建产线快速四达，促提升 
宝山基地硅钢四期、锡铬共线的产线爬坡、工艺验证及质量提升任务重；东山基地
冷轧高强钢、热轧平整切边机组下半年陆续投产，对标国内外同类机组，需尽快实
现产能提升和指标优化，同时销售部门需协同做好相关产品的接单安排。 

环保管控日益严格，保红线 
制造基地限煤政策延续，环保管控力度日益严格，青山1号高炉拆除，铁产量同比减少。 

生产建设双线作战，担双责 
东山基地三高炉系统初步设计、设备引进以及项目招投标和施工等一系列开工建设工作
陆续铺开，生产与建设双线作战。 

持续推进成本变革，有潜力 
近年来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成本变革内生能力基本形成；宝山烧结改造结束，铁水成本
对标东山降低80~100元。 

2019年内部经营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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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保持国内第一 
吨钢挑战全球前三 

冷轧汽车板市场
占有率50% 

成本环比削减超
过20亿元 

正式员工劳动效率
提升比例8%以上 

新一轮规划和重大项
目实现节点目标 

2019年经营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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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市场展望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实施，减税降费将有

效改善企业现金流、 同时提升消费者的购

买力， 利好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信心得以

提振。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对稳增长有积极作用。 

 

因巴西溃坝事件引起的安全整治对未来矿

石供给产生潜在影响，市场看涨情绪将进

一步升温，短期内矿石价格将保持高位运

行，存在进一步上涨可能。煤焦供应继续

偏紧，市场价格将以高位震荡为主。 

需求端运行偏弱 

受原燃料价格高位支撑，3月起钢价企稳小涨。二

季度汽车需求下降幅度预计有所收窄，但大概率延

续负增长；家电行业持续呈现分化趋势；短期内市

场价格企稳回升，二季度后期钢价有回调的压力。 

原燃料价格维持高位 

       

        

       

3月  +50 

4月 +300-400 

5月 平盘-+50 公
司
价
格
政
策 

财政及货币政策逐步落地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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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端 

现
场
端 

管
理
端 

公司应对 

 保重点品种市场份额 
推进冷轧汽车板结构优化、加大冷轧高强

钢、镀铝硅、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无

人机等高牌号新兴应用领域市场开发。深

化互供协同，探索多基地产销运营新模

式，确保公司产销平衡。 

 防范市场和资金流动性风险 
动态辨识和评估外部环境风险，及时调整

营销策略，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持续提升成本竞争力 
以技术降本、协同降本、制造端稳定运行和

效率提升为重点，深度挖掘降本潜力。刚性

落实2019年成本削减22.8亿元目标 

 与国内外优秀钢铁同行对标 
从规模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

力、制造能力五个维度，全方位开展与国内

外同行对标。通过对标找差，发现自身不足

和短板，持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深化多基地管理模式建设，促

进宝钢股份四基地整合融合，围绕质

量、成本、效率管理深入开展多基地对

标，进一步提升多基地制造能力。 

 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人力资源的高

效配置和各基地劳动效率进一步提升。

常态化推进法人户数压减及扭亏增盈工

作，持续提升全级次子公司经营质量 

 完善购销联动机制，销售端加强市场

研究与开拓，优化产品结构；采购端及时

掌握原材料市场变化，加强风险研判和防

范应对，确保资源稳定供应。 

 持续深化市场、现场两端协同，以

新思维推动降本项目和举措落地，充分发

挥多基地联动规模降本效应，制造端推进

高效、低碳制造，确保及时、高质量交

货。 

机
制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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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践行一加五战略，夯实发展根基 

对标挖潜，化危为机增效益，保持业界领先 

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 

 

2019，奔跑依旧，追梦依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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