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偿款应为10亿还是上百亿 迁钢

业绩是否注水 新方案能否成功闯

关

大小股东博弈首钢重组迷局

□本报记者 于萍

从2010年10月29日停牌筹划

重组，到今年6月股东大会上被小

股东联手否决———首钢股份

（000959）重组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7月17日，公司宣布再度停牌并将

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

件。 这次停牌或许意味着首钢重

组将要走向新的征程，面对小股东

因为土地补偿、迁钢业绩而不断发

出质疑声音，大股东的态度将成为

左右首钢未来的关键因素。

土地之争：补偿款应该多高？

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生产

基地在2010年年底全面停产，老厂

区8.5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重新开

发。 然而，首钢搬迁后的补偿分配

问题却没有得到首钢股份股东们

的一致认可。 在今年5月推出的重

组方案中，因提前解除《土地使用

权租赁合同》， 首钢总公司对首钢

股份的补偿金额共计10.28亿元。这

显然大大低于小股东们的预期。

“国家及北京市财政对首钢搬

迁资金补偿累计达到245亿元，这

其中包括税收返还56亿元，国债贴

息19亿元以及其他资金支持170亿

元。 ”一位接近首钢的人士表示，除

了补偿外，北京市政府还把评估价

超过300亿元的京西土地开发权确

权给了首钢集团。

正是这超过200亿元的补偿

资金，以及估价超过300亿元的土

地确权问题， 成为此次小股东否

决方案的争论点之一。 “按照搬迁

补偿核算， 首钢股份的钢铁资产

占首钢石景山钢铁产能的一半，

而首钢搬迁获得的总补偿额是8

平方公里土地和大概200亿元的

补偿款， 这部分应该按照产能比

例赔偿给股份公司， 可是重组方

案中却没有体现这些权益。 ”一位

投了反对票的小股东直言。

1999年，首钢总公司与首钢股

份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将162.13万平方米的16宗土地租

赁给上市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50

年，土地租金约定为每年4元/平方

米。此次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补偿

金额的测算为， 假设首钢股份在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剩余年限

仍可以继续租赁使用该部分土地

的权利，将未来剩余年限可获得的

盈余租金（市场租金-合同租金）进

行折现，并由第三方土地评估机构

评估据此进行合理评估，纳入此次

重组方案中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

不过，法律界人士却对上述补

偿的测算方法提出了质疑。 “在拆

迁过程中，大股东和上市公司是两

个不同主体，应该各归其位。 按照

房地一体的原则，如果上市公司有

明确产权归属的房屋，那么拆迁补

偿应该直接给上市公司。 ”北京京

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兵指出，除了

房屋的拆迁补偿外，国家也会对企

业停产停业进行补偿，而这一部分

不会因两家公司签署补偿承诺协

议而改变。

秦兵表示， 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 国家通常会直接将全部补偿

款给产权人， 而不是分配给承租

人，由产权人再转给承租人。 “因

此， 大股东补偿部分是限于租赁

合同提前解除给予的补偿， 其他

由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大股东

全部享有， 而大股东享有的优先

开发权则很难直接划分给上市公

司。 ”

“涉及到具体的补偿问题，还

要看双方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以

及补偿合同的具体约定。 ”秦兵建

议， 上市公司股东如果对补偿有

不同看法， 可以要求披露国家对

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具体内

容。

业绩迷局：迁钢到底多赚钱？

除了土地问题外，小股东们纠

结的另一个关键点在置入的迁钢

业绩上。 在钢铁业全行业步入困境

之时，首钢大股东给出的迁钢业绩

描绘却格外“诱人”。

根据重组方案中披露的数据，

首钢迁钢公司已经形成780万吨

铁、800万吨钢、780万吨热轧卷板

的生产能力，120万吨冷轧电工钢

生产能力也将逐步投产。 2011年，

迁钢生产生铁783.53万吨、 粗钢

776.53万吨、 热轧卷663.9万吨、开

平板39.4万吨、电工钢39万吨。

尽管2011年钢铁业景气度不

断下滑，但是迁钢却“逆势”交出了

一份抢眼的业绩。 公司2011年实现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3亿

元，较2010年大增了195.50%。 然而

与34家上市钢企相比，迁钢近两倍

的业绩增速实属“异类”。 即使行业

中增速较快的方大特钢（600507）

和三钢闽光（002110）等公司，2011

年的同比增速也不超过150%，而34

家上市钢企2011年的整体净利润

更是下滑了46.46%。

对于迁钢业绩如此突出的原

因，首钢股份相关人士给出的答案

是：“迁钢公司盈利主要是依托首

钢矿业公司铁矿原料基地， 球团、

烧结矿产品通过皮带短途运输，供

应稳定，物流成本优势较为明显。 ”

不过，小股东们对这一说法却

并不认同。 “矿业公司存在高价购

买市场价格的铁精粉，之后折价销

售烧结矿球团矿给迁钢，为迁钢输

送利润的嫌疑。 ”一位首钢投资者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按照首钢

股份公布的采购烧结矿氧化球金

额、采购单价、矿石入炉量等指标

计算，实际采购的铁精粉单价应该

低于同期实际市场价格300元-500

元/吨，而不是公司所说的市场价格

采购。 “如果迁钢业绩真那么好，大

股东为什么没有对注入后未来三

年盈利增长率及盈利绝对额做出

承诺？ ”该投资者质疑。

“迁钢业绩好， 很大一部分是

因为‘吃’掉了前面铁矿的利润。 ”

一位钢铁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迁钢虽然依托北京地区，

但是周边的市场经营竞争环境非

常激烈。 河钢、京唐、天铁及民营钢

企都要和迁钢竞争，而这些公司生

产的产品是同类的。 东北甚至内蒙

古地区的钢企也大量进入华北销

售，产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实际需

求，而这种恶劣的竞争环境是迁钢

发展的最大问题。

“股东们否决置入迁钢， 主要

也是因为看淡钢铁业的发展前景。

现在钢铁主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

主体已经在亏损边缘。”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副秘书长迟京东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迁钢建成

的时间恰逢市场景气度比较好的时

刻，财务成本已经摊销了一部分，因

此负担要小一些。 铁矿资源则是迁

钢最大的优势。

事实上，今年以来，钢铁行业

景气度持续低迷，各家钢企的经营

情况节节下滑。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中钢协获得的一份数据上显示，今

年1-5月首钢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878.66亿元，同比增长18.96%；利润

总额为2.15亿元，同比下降71.47%；

销售利润率仅为0.24%。 宝钢、太

钢、武钢、酒钢的利润总额分别下降

67.97%、79.43%、87.36%和45.86%，

不过这几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均高

于首钢。

“首钢旗下的钢铁企业中，首

秦和迁钢的业绩好一些， 水城、通

钢也能自负盈亏。 但是现在钢铁主

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要是没有潜

在优势条件的话，基本难以实现盈

利。 迁钢如果没有上游矿产优势，

也很难赚到钱。 ”迟京东表示。

2/3同意：重组路上最后一道坎？

正是由于对土地补偿问题以及迁

钢业绩的质疑， 众多小股东在6月

2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投出了反

对票，并凭借微弱优势将重组方案

否决。

股东大会决议显示，与重组直

接相关的议案通过率只有65.43%-

65.94%， 反对票则占据了33.83%-

33.9%， 还有0.22%左右的弃权票。

由于重组议案需经出席会议非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这意味着首钢的重组方案

距离成功其实只差分毫。

“你不会理解唐山人对钢铁

产业以及首钢的感情。 ” 来自唐

山的股东陈先生这样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他从2006年开始买

入首钢股份， 最初是为了京唐项

目而投资，但是由于京唐巨亏，并

不符合置入条件。 “不光置入迁

钢资产， 还要增发近30亿股，把

小股东间接持有的北汽股份、清

华阳光、 贵煤这样比较好的资产

都摊薄了。 ”陈先生表示。

怀着同样心情的股东不在少

数。 在调查过程中，中国证券报记

者注意到，小股东们对于方案调整

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及迁钢业绩

上。 “在土地确权与补偿到位的前

提下，大股东承诺迁钢业绩并提供

现金选择权，那么小股东就考虑支

持方案。 ”不少散户投资者如是说。

据了解， 在首钢重组草案出台后，

多位小股东已经联名向监管机构

发出投诉书和举报信。 部分小股东

透露，中国证监会已经受理举报。

目前，首钢股份人士对重组进

展依然三缄其口，中国证券报记者

以投资者身份致电首钢股份，公司

相关人士仅表示“重组仍在继续进

行”。

由于重组一拖再拖， 首钢股

份业绩表现令人堪忧。 公司预计

上半年亏损2.5亿元-3.5亿元。 这

样的盈利局面显然并不为大小股

东所乐见。 “其实如果第一次方案

就给股份公司合理的对价， 照顾

到小股东们提出的搬迁补偿，很

可能重组早就完成了。 ”陈先生直

言。

在7月17日再度停牌后，首钢

股份重组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重组方案的调整、大股东的态度，

成为左右重组进行的重要因素。

“散户们确实不好抗衡大股

东， 但现在还有25万散户没有投

票，8亿多股在沉寂。 我们已经开始

寻找这8亿股。 ”陈先生表示，这次

小股东的维权过程能否真正胜利，

还很悬。

■

记者观察

小股东为何“以小博大”

□

本报记者 李少林

7

月

17

日，首钢股份（

000959

）再度停牌筹划重组。

此前在

6

月

25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 公司有关重大资

产重组置入迁钢资产的议案悉数被否，重组搁浅。

重大资产重组在股东大会上被否， 近年来并不

鲜见。 本月

10

日，

*ST

宝硕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有效期的两个议案就未能获得

股东大会通过。 此前，

*ST

创智、

*ST

通葡等公司的重

组方案也都曾经遭到中小股东的有效抵制。

从技术角度来讲，向公司控股股东购买资产在规

则上容易被中小股东否决。 按照相关规定，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的事项需要获得股东大会三分之二的同意

票数，此时，身为关联方的第一大股东不能参与股东

大会投票，相应地，这也就增加了中小股东们的投票

权重。

另一方面，事关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被要

求开通网络投票， 这也增加了中小股东的参与度，

提高了中小股东在公司重大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

某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与记者沟通时曾直言，网络投

票的实行让“他的工作难度提高了不少”。

当然，从内在因素来看，资产重组议案遭中小股

东否决，自然是中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无法达

成一致，特别是在中小股东此前的预期遭到重大折扣

的时候，往往会激起中小股东反击的决心。

近期出现的熔盛重工要约收购全柴可能延期引

发的中小股东维权事件就是如此。去年

4

月

28

日，江苏

熔盛重工对全柴动力其他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书，拟以

16.62

元

/

股的价格向全柴动力的流通股东发出要约收

购，收购其他股东持有的

55.61%

的流通股份，总收购

金额为

26.19

亿元。 收购期限为证监会批准后

30

个自

然日。

但到今年

7

月

17

日，全柴动力的公告显示，截至目

前， 熔盛重工尚未向中国证监会上报相关补正材料。

而此时，国资委对该股权转让的批复即将到期，熔盛

重工准备与全椒县政府商讨延期的可能性。

此举激怒了此前冲着因熔盛要约收购产生的套

利空间而进入全柴动力的中小股东。因为熔盛重工的

要约收购价为

16.62

元

/

股，有了这个安全线，在公司股

价跌至

12

元左右的时候，仍然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进

入全柴动力，来博中间的差价。如果熔盛重工不做了，

或者延期收购全柴集团股权，无疑会让这些股东们遭

受重大损失。

反过来，对于熔盛重工而言，在目前全柴动力股

价只有

11

元

/

股的时候， 提出要约收购提议就会变成

实实在在的收购行为，为此，公司将至少支付

26

亿元

现金。熔盛重工所处的造船行业目前正面临极度不景

气，资金链紧张，要拿出这么多现金显然不太现实。这

才有了双方利益的冲突。

回到首钢股份的重组上来， 同样是经济环境变

化，公司拟注入的资产质量可能发生变化。 公司拟置

入的迁钢， 目前所处的钢铁行业也处在景气度低谷，

钢材期货价格屡创新低。此时，若置入迁钢，能否达到

此前预计的盈利目标，以及后续盈利能力，均受到市

场质疑。中小股东对此投反对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 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让

博弈双方的利益预期发生了变化。 有变化，就会有博

弈，就会有谈判，这很正常。 可以预见，未来中小股东

“以小博大”的事会越来越多，市场也应该以平常心来

看待。

而中小股东在公司重大事项表决中有效地宣示

自己的话语权，在公司治理进程中，无疑是一大进步，

这可以较大程度保护公司利益免受大股东的侵蚀。

钢铁业亏损继续扩大

钢价急跌雪上加霜

□

本报记者 李晓辉

钢铁行业是今年上半年业绩亏损

的重灾区。 据同花顺

iFinD

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7

月

18

日，在

34

家黑色金属行业

上市公司中，累计已有

20

家公司发布了

中期业绩预告，仅宝钢股份、久立特材、

攀钢钒钛业绩同比预增，其余

17

家钢企

均报忧。

综合多家行业分析机构的判断

显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

长将放缓，钢铁需求的拉动力随之会

明显减弱；再加上钢铁产能的严重过

剩， 钢市从大格局上看将持续低迷。

而随着近期钢价急跌，原料成本跌幅

滞后， 预计钢铁业

7

月份的亏损面会

持续加大。

行业亏损面持续扩大

兴业证券分析认为，需求端的疲弱

加上供给端新增产能的刚性释放，令今

年钢材市场价格表现持续低迷，行业陷

入到自

2008

年以来再次连续多月全行

业亏损的困境。

从去年起就生存艰难的钢铁行业，

今年以来一直未能走出“冬天”，钢价跌

跌不休，钢企亏损面不断扩大。 中钢协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大中型

钢铁企业实现利润仅为

25.33

亿元，降

幅达

94.26%

；亏损企业亏损额为

117.49

亿元，同比增加

27.38

倍。

在报忧的

17

家钢企中，有

14

家钢企

继续亏损。 其中，鞍钢股份预计将巨亏

19.7

亿元。 武钢股份、酒钢宏兴、沙钢股

份、三钢闽光等多家公司也表示，今年

中期业绩同比将下降超过五成以上。河

钢、本钢板材、太钢不锈三家钢企虽然

实现盈利， 但业绩同比下滑

50%-90%

不等。

总体来看，上市钢企上半年的业

绩表现表明， 钢铁行业亏损面在扩

大，亏损额在增加，只有个别区域的

具有原料和市场优势的钢铁企业业

绩表现较好，但是这并非钢铁行业的

主流。

截至

7

月

13

日， 钢铁板块与全部

A

股的

PB

比值为

0.48

。

2011

年以来该比值

从当年

4

月的

0.62

持续下滑，

2012

年钢

铁板块相对估值虽有所改善，但仍处于

底部区域。

钢厂盈利水平还有更坏

华泰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赵湘鄂

表示，截至目前，连续

8

个月的钢价调整

都是以下降为主，这种情况近

10

年来非

常罕见。截至

7

月

13

日，监控的冷板毛利

仅报

62

元

/

吨，月环比下降

64%

。 随着近

几日市场的持续下跌，毛利很可能将转

为亏损。

结合近期的钢价走势， 钢铁业内

人士普遍预计，

6

、

7

月份钢企的经营压

力进一步加大， 盈利水平将进一步下

滑， 全行业亏损的情形再度重现几无

悬念。

据赵湘鄂测算， 近期矿价相对坚

挺，而钢价加速下跌，主要品种毛利均

出现大幅下滑。分产品来看，现螺纹钢、

线材、热卷、冷板和中板的加权利润分

别为

-88

、

-179

、

-221

、

43

和

-270

元

/

吨，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2.63%

、

-5.27%

、

-

6.50%

、

1.04%

和

-7.96%

。

西新干线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

本周三，年产能大于

1000

万吨钢厂的

螺纹钢生产成本约为

3885

元

/

吨，较

上周五下降

8

元

/

吨；年产能

500-1000

万吨钢厂的螺纹钢生产成本约为

3794

元

/

吨， 较上周五下降

18

元

/

吨。

当日， 国内市场二级螺纹钢平均价

格为

3989

元

/

吨，较上周五下跌

56

元

/

吨， 钢材价格的降幅要明显大于成

本的降幅。

需要指出的是， 从上周五开始，国

内钢价出现快速急跌局面，且跌势仍然

未有止步迹象。

7

月

16

日

-18

日

3

个交易

日，国内钢价仍然每天日环比跌去

30-

50

元

/

吨。

“总体上看，钢材市场熊市的上半

场还没有结束。 ”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

师贾良群表示， 近期期货和股市的恶

性共振，对现货的影响明显加大，钢材

现货市场弱势难以很快转变； 而一旦

后期铁矿石破位， 钢市还有加速下行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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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周刊

补偿款应为

10

亿还是上百亿 迁钢业绩是否注水 新方案能否成功闯关

大小股东博弈首钢重组迷局

□

本报记者 于萍

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停牌筹划重组，到今年

6

月股东大会上

被小股东联手否决———首钢股份（

000959

）重组之路可谓一波

三折。

7

月

17

日，公司宣布再度停牌并将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

求的披露文件。 这次停牌或许意味着首钢重组将要走向新的

征程，面对小股东因为土地补偿、迁钢业绩而不断发出质疑声

音，大股东的态度将成为左右首钢未来的关键因素。

土地之争：补偿款应该多高？

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生产

基地在

2010

年年底全面停产，老

厂区

8.56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重新

开发。 然而，首钢搬迁后的补偿分

配问题却没有得到首钢股份股东

们的一致认可。 在今年

5

月推出的

重组方案中，因提前解除《土地使

用权租赁合同》，首钢总公司对首

钢股份的补偿金额共计

10.28

亿

元。 这显然大大低于小股东们的

预期。

“国家及北京市财政对首钢

搬迁资金补偿累计达到

245

亿元，

这其中包括税收返还

56

亿元，国

债贴息

19

亿元以及其他资金支持

170

亿元。 ”一位接近首钢的人士

表示，除了补偿外，北京市政府还

把评估价超过

300

亿元的京西土

地开发权确权给了首钢集团。

正是这超过

200

亿元的补偿

资金， 以及估价超过

300

亿元的

土地确权问题，成为此次小股东

否决方案的争论点之一。 “按照

搬迁补偿核算，首钢股份的钢铁

资产占首钢石景山钢铁产能的

一半，而首钢搬迁获得的总补偿

额是

8

平方公里土地和大概

200

亿元的补偿款，这部分应该按照

产能比例赔偿给股份公司，可是

重组方案中却没有体现这些权

益。 ”一位投了反对票的小股东

直言。

1999

年， 首钢总公司与首钢

股份签署了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

同》，将

162.13

万平方米的

16

宗土

地租赁给上市公司使用， 租赁期

限为

50

年，土地租金约定为每年

4

元

/

平方米。 此次解除土地租赁合

同的补偿金额的测算为， 假设首

钢股份在《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剩余年限仍可以继续租赁使用该

部分土地的权利， 将未来剩余年

限可获得的盈余租金（市场租金

-

合同租金）进行折现，并由第三方

土地评估机构评估据此进行合理

评估， 纳入此次重组方案中置出

资产的评估价值。

不过， 法律界人士却对上述

补偿的测算方法提出了质疑。 “在

拆迁过程中， 大股东和上市公司

是两个不同主体，应该各归其位。

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 如果上市

公司有明确产权归属的房屋，那

么拆迁补偿应该直接给上市公

司。 ”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秦

兵指出，除了房屋的拆迁补偿外，

国家也会对企业停产停业进行补

偿， 而这一部分不会因两家公司

签署补偿承诺协议而改变。

秦兵表示，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国家通常会直接将全部补偿

款给产权人，而不是分配给承租

人，由产权人再转给承租人。 “因

此，大股东补偿部分是限于租赁

合同提前解除给予的补偿，其他

由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大股

东全部享有，而大股东享有的优

先开发权则很难直接划分给上

市公司。 ”

“涉及到具体的补偿问题，

还要看双方签署的土地租赁合

同以及补偿合同的具体约定。 ”

秦兵建议，上市公司股东如果对

补偿有不同看法，可以要求披露

国家对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

具体内容。

业绩迷局：迁钢到底多赚钱？

除了土地问题外， 小股东们

纠结的另一个关键点在置入的迁

钢业绩上。 在钢铁业全行业步入

困境之时， 首钢大股东给出的迁

钢业绩描绘却格外“诱人”。

根据重组方案中披露的数

据，首钢迁钢公司已经形成

780

万

吨铁、

800

万吨钢、

780

万吨热轧卷

板的生产能力，

120

万吨冷轧电工

钢生产能力也将逐步投产。

2011

年， 迁钢生产生铁

783.53

万吨、粗

钢

776.53

万吨、热轧卷

663.9

万吨、

开平板

39.4

万吨、电工钢

39

万吨。

尽管

2011

年钢铁业景气度不

断下滑，但是迁钢却“逆势”交出

了一份抢眼的业绩。 公司

2011

年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3

亿 元 ， 较

2010

年 大 增 了

195.50%

。 然而与

34

家上市钢企相

比， 迁钢近两倍的业绩增速实属

“异类”。 即使行业中增速较快的

方大特钢 （

600507

） 和三钢闽光

（

002110

） 等公司，

2011

年的同比

增速也不超过

150%

， 而

34

家上市

钢企

2011

年的整体净利润更是下

滑了

46.46%

。

对于迁钢业绩如此突出的原

因， 首钢股份相关人士给出的答

案是：“迁钢公司盈利主要是依托

首钢矿业公司铁矿原料基地，球

团、 烧结矿产品通过皮带短途运

输，供应稳定，物流成本优势较为

明显。 ”

不过， 小股东们对这一说法

却并不认同。 “矿业公司存在高价

购买市场价格的铁精粉， 之后折

价销售烧结矿球团矿给迁钢，为

迁钢输送利润的嫌疑。 ”一位首钢

投资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按照首钢股份公布的采购烧结矿

氧化球金额、采购单价、矿石入炉

量等指标计算， 实际采购的铁精

粉单价应该低于同期实际市场价

格

300

元

-500

元

/

吨，而不是公司所

说的市场价格采购。 “如果迁钢业

绩真那么好， 大股东为什么没有

对注入后未来三年盈利增长率及

盈利绝对额做出承诺？ ”该投资者

质疑。

“迁钢业绩好，很大一部分是

因为‘吃’掉了前面铁矿的利润。 ”

一位钢铁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迁钢虽然依托北京地区，

但是周边的市场经营竞争环境非

常激烈。 河钢、京唐、天铁及民营

钢企都要和迁钢竞争， 而这些公

司生产的产品是同类的。 东北甚

至内蒙古地区的钢企也大量进入

华北销售， 产量已经超过了当地

的实际需求， 而这种恶劣的竞争

环境是迁钢发展的最大问题。

“股东们否决置入迁钢， 主要

也是因为看淡钢铁业的发展前景。

现在钢铁主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

主体已经在亏损边缘。 ”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迟京东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迁钢

建成的时间恰逢市场景气度比较

好的时刻，财务成本已经摊销了一

部分，因此负担要小一些。 铁矿资

源则是迁钢最大的优势。

事实上，今年以来，钢铁行业

景气度持续低迷，各家钢企的经营

情况节节下滑。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中钢协获得的一份数据上显示，今

年

1-5

月首钢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878.66

亿元， 同比增长

18.96%

；利

润总额为

2.15

亿元， 同比下降

71.47%

； 销售利润率仅为

0.24%

。

宝钢、太钢、武钢、酒钢的利润总额

分别下降

67.97%

、

79.43%

、

87.36%

和

45.86%

， 不过这几家公司的销

售利润率均高于首钢。

“首钢旗下的钢铁企业中，首

秦和迁钢的业绩好一些，水城、通

钢也能自负盈亏。 但是现在钢铁

主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 要是没

有潜在优势条件的话， 基本难以

实现盈利。 迁钢如果没有上游矿

产优势，也很难赚到钱。 ”迟京东

表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类型 业绩预告摘要

去年同期

每股收益

000629

攀钢钒钛 预增

净利润约

65000

万元

-75000

万元

增长

272%-329%

0.03

600019

宝钢股份 预增 增长

80%-100% 0.29

002318

久立特材 略增 增长

20%-50% 0.29

000709

河北钢铁 预减

净利润约

9880

万元

-39,500

万元

下降

60%-90%

0.12

000761

本钢板材 预减

净利润约

12,000

万元

-18,000

万元

下降

69.77%-79.85%

0.19

000825

太钢不锈 预减

净利润约

25153

万元

-41921

万元

下降

50%-70%

0.15

002075

沙钢股份 预减 下降

60%-90% 0.11

002110

三钢闽光 预减

净利润约

1514

万元

-4543

万元

下降

70%-90%

0.28

600005

武钢股份 预减 下降

50%

以上

0.12

600307

酒钢宏兴 预减 下降

55.10% 0.22

600784

鲁银投资 预减 下降

70%

左右

0.64

000932

华菱钢铁 续亏 净利润约

-133,400

万元至

-127,400

万元

-0.07

000717

韶钢松山 首亏

净利润约

-75,000

万元

下降约

1309.71%

0.04

000898

鞍钢股份 首亏 净利润约

-1,97600

万元

0.03

000959

首钢股份 首亏 净利润约

-35000

万元至

-25000

万元

0.10

600231

凌钢股份 首亏 净利润亏损约

23200

万元

0.33

600569

安阳钢铁 首亏 亏损

0.03

600782

新钢股份 首亏 亏损

0.16

600808

马钢股份 首亏 亏损

0.04

601005

重庆钢铁 首亏 亏损

0.01

数据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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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钢企业绩预告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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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意：重组路上最后一道坎？

正是由于对土地补偿问题以

及迁钢业绩的质疑， 众多小股东

在

6

月

25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投

出了反对票， 并凭借微弱优势将

重组方案否决。

股东大会决议显示， 与重组

直接相关的议案通过率只有

65.43%-65.94%

，反对票则占据了

33.83%-33.9%

， 还有

0.22%

左右

的弃权票。 由于重组议案需经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这意味着首

钢的重组方案距离成功其实只差

分毫。

“你不会理解唐山人对钢铁

产业以及首钢的感情。 ”来自唐

山的股东陈先生这样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他从

2006

年开

始买入首钢股份，最初是为了京

唐项目而投资，但是由于京唐巨

亏，并不符合置入条件。 “不光

置入迁钢资产， 还要增发近

30

亿股， 把小股东间接持有的北

汽股份、清华阳光、贵煤这样比

较好的资产都摊薄了。 ”陈先生

表示。

怀着同样心情的股东不在少

数。 在调查过程中，中国证券报记

者注意到， 小股东们对于方案调

整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及迁钢业

绩上。 “在土地确权与补偿到位的

前提下， 大股东承诺迁钢业绩并

提供现金选择权， 那么小股东就

考虑支持方案。 ”不少散户投资者

如是说。 据了解，在首钢重组草案

出台后， 多位小股东已经联名向

监管机构发出投诉书和举报信。

部分小股东透露， 中国证监会已

经受理举报。

目前， 首钢股份人士对重组

进展依然三缄其口， 中国证券报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首钢股

份，公司相关人士仅表示“重组仍

在继续进行”。

由于重组一拖再拖，首钢股

份业绩表现令人堪忧。 公司预计

上半年亏损

2.5

亿元

-3.5

亿元。这

样的盈利局面显然并不为大小

股东所乐见。“其实如果第一次方

案就给股份公司合理的对价，照

顾到小股东们提出的搬迁补偿，

很可能重组早就完成了。 ”陈先

生直言。

在

7

月

17

日再度停牌后，首

钢股份重组已经走到了十字路

口。 重组方案的调整、大股东的

态度，成为左右重组进行的重要

因素。

“散户们确实不好抗衡大股

东， 但现在还有

25

万散户没有投

票，

8

亿多股在沉寂。 我们已经开

始寻找这

8

亿股。 ”陈先生表示，这

次小股东的维权过程能否真正胜

利，还很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