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4 月 24 日，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76 号），就公司年报
内容提出问询。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 2016 年 4 月 27 日披露《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 2015 年度暂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公告披露你公
司“因 2015 年度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资产交割
完毕，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建立健全的内控体系。按照‘通知’精神，
本公司将在 2016 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和内控审计报告。”2017 年 3 月 28 日，你公司再次披露《关于 2016
年度暂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其中说明你公司“2015 年
度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布该次重组资产交割
完毕公告。该次重组标的京唐公司于 2016 年上半年完成董事会成员
改选及章程修订，本公司具备合并其会计报表的条件。因此，该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未满一个会计年度。按照‘通知’精神，本公司在
2016 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豁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
（1）请你公司说明前后两次披露公告内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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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你公司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建立健全的内
控体系，同时按照《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
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披露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答复:
2015 年公司收购京唐公司 51%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产权变更工作。为了配合审核要求，公司在进一
步补充了相关资料后，经深交所同意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的公告》。后会计师在进场
审计过程中提出，京唐公司董事会尚未改选，不符合财务审计需取得
实际控制权的要求，不能合并京唐公司报表。为此，京唐公司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股东会议，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公司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合并京唐公司财务报表。
考虑到京唐公司实际完成实际控制时间是在 2016 年 4 月,对这样
规模的公司进行内控制度体系的建设,内控流程的设计需要一定的时
间,并且要经过运行检验后方能确定,为此公司根据《关于 2012 年主
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精神，在
2016 年年报披露的同时申请豁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
公司在 2015 年报披露的同时曾经提出豁免要求，当时曾提出：
按照通知精神，本公司将在 2016 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但鉴于公司对京唐公司实施实际控
制时间比较晚，京唐公司内控体系尚处于建立和运营改善阶段，还未
达到建立完善的内控体系要求。为此，根据内控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
公司在披露 2016 年度报告时提出豁免 2016 年内控审计的申请。
目前，根据贵部与北京证监局的要求，经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
研究制定了初步的实施内控审计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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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2017 年 5 月 8 日进场，开展对公司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京唐公司、首钢冷轧公司的内控审计工作；
（2）5 月底前完成内控审计的制度建设、数据采集，流程控制、
风险管控等方面工作的初步审核工作；
（3）6 月 20 日前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并披露。

2、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京唐钢铁 2016 年度盈
利预测净利润数与京唐钢铁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存在
差异，盈利完成率为 54.50%。具体情况如下表：
盈利预测资产或 预测起始 预测终止时 当期预测业 当期实际业
项目名称

时间

间

绩（万元） 绩（万元）

原预测披露日期

原预测披露索引
2015 年 8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

首钢京唐钢铁联 2016 年 1 2016 年 12
合有限责任公司 月 1 日

月 31 日

（http://www.cninfo.com.c
79,813.08 43,495.83 2015 年 8 月 4 日 n）上披露的《首钢京唐钢铁联
合有限责任公司 2015、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具体情况说明：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京唐钢铁 2016 年
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7)第 110ZC4221 号），京唐钢铁 2016 年度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预测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差异情况

盈利完成率

京唐钢铁

79,813.08

43,495.83

36,317.25

54.50%

请你公司对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请上市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以及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资产评估机
构及其从业人员分别就年报披露的盈利完成率仅为 54.50%是否属于
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事项做出明确说明。如是，请上述人
员分别做出此判断的原因及根据。如否，请按五十九条规定向投资者
致歉。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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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京唐公司 2016 年度
盈利预测净利润数与京唐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存
在差异，盈利完成率为 54.50%。京唐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
未达到盈利预测目标，在公司 2016 年度业绩预告中已经作了披露。
2015 年 7 月京唐公司作出的盈利预测是考虑到当时宏观经济条
件、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的。在 2015 年 7 月盈利
预测中，假设京唐公司 2016 年平均销售价格为 3,185.23 元/吨，京
唐公司 2016 年平均单位成本为 2,802.37 元/吨。
但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 2015 年四季度，钢铁市场形势恶
化状态加剧，与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呈现出较大的差异。2015
年底市场价格下降到 2,009 元/吨，2016 年 1 月 2,094.99 元/吨，2
月 2,204.96 元/吨，3 月 2,316.46 元/吨，2016 年一季度京唐公司利
润为-3.58 亿元。2016 年后三个季度销售价格虽有上涨，但实际全年
销售平均单价 2,776.47 元/吨，实际全年平均单位成本 2,436.80 元/
吨。与预测相比，全年实际销售价格平均每吨减少收入 408.76 元；
单位成本平均每吨减少成本 365.56 元；单位收入的下降超过成本的
下降，特别是 2016 年一季度钢铁市场仍处于严重恶化状态，致使 2016
年实际完成利润与盈利预测数据出现较大差异，是属于事前无法获知
且事后无法控制的事项。
面对市场不利的情况，京唐公司在 2016 年采取了多项措施努力
提高企业利润率，通过加大产品认证力度，提高直供比率；加强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优化能源管理，降低吨钢消耗；精简机构
人员，提高劳产率等方式，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通过上述措施，京唐
公司盈利水平在弥补 2016 年一季度大幅亏损的情况下，得以较大幅
度提升，最终实现盈利 43,495.83 万元。
上述内容公司已于 4 月 18 日披露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中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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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公司 2016 年年报披露，2016 年你公司合并报表单位新增
了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经比较 2015 年和 2016 年年报发
现，因合并范围的变化，涉及 2015 年的大部分数据，在 2016 年年报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流量表中的“期初余额”或“上
期发生额”数据都进行了调整，但“应交税费”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这两个项目数据在两个年报中却是相同的（“收到的税费返还”和“支
付的各项税费”2015 年数据也已调整）。请你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京唐公司 2015 年末应交税费没有余额(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
在其他流动资产反映)；京唐公司因以前年度累计亏损较大，按谨慎
性原则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此合并范围调整对应交税费余额、递
延所得税费用没有影响。

4、根据对两个年度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统计发现，首钢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是规模较大公司，2015 年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为 11,484,863.67 元、支付的各项税费 43,398,461.37（见下表），请你
公司说明金额为 43,398,461.37 元的税费是否存在应缴余额，如否，
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项目

2016 年年报的上期
发生额

2015 年年报本期发
生额

变动额

营业收入

36,344,215,674.08

23,985,250,720.77

12,358,964,953.31

营业成本

33,977,873,046.86

22,254,159,822.00

11,723,713,224.86

税金及附加

55,347,356.99

43,862,493.32

11,484,863.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2,045,588.64

728,647,127.27

43,398,461.37

答复：
（1）统计两年度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有关项目数据（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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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贵部统计表 2015 年报本期发生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
附加三个项目数据是 2015 年年报的上期发生额）。两期变动数为京唐
公司 2015 年发生额，其中税金及附加 4,390,134.70 元为京唐公司
2015 年度应交\已交的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支付的各项税
费 43,398,461.37 元为京唐公司 2015 年度应交\已交的房产税、车船
使用税、印花税。上述税费 2015 年末均不存在应缴余额。

项目

2016 年年报的上期
发生额

2015 年年报本期发
生额

变动额

营业收入

36,344,215,674.08

17,843,232,849.43

18,500,982,824.65

营业成本

33,977,873,046.86

17,607,178,217.08

16,370,694,829.78

税金及附加

55,347,356.99

50,957,222.29

4,390,134.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2,045,588.64

728,647,127.27

43,398,461.37

（2）京唐公司 2015 年末其他流动资产余额 194,404,235.80 元
为待抵扣进项税金。
综上，由于京唐公司 2015 年各项应缴税费当年全部交纳，期末
均不存在未缴余额，报表反映实际交纳税费情况是合理的。

5、你公司年报披露，2016 年“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政府补贴” 65,371,039.48 元（截图 1）；递延收益中的政府补
贴当年增加 19,935,965.00 元，减少 15,843,423.88 元（截图 2）。
由此计算，2016 年应计入“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贴为
61,278,498.36 元（65,371,039.48-19,935,965.00+15,843,423.88）。年报
披露的“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贴为 59,988,052.59 元（截图 3），应
计入与已计入二者相差 1,290,445.77 元。请你公司说明差额 129.04
万元的政府补贴具体流向。
截图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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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 2：递延收益

截图 3：营业外收入

答复：
本期营业外收入合计为 61,587,528.77 元，扣除固定资产处置收
益 531,280.41 元，和递延收益转入 15,843,423.88 元，本期实际收
到现金的营业外收入金额为 45,212,824.48 元，加上本期收到递延收
益政府补贴 19,935,965.00 元，以及其他应付款中专利申请补助
222,250.00 元，合计为 65,371,039.48 元。
本期现流金流量表中收到政府补贴 65,371,039.48 元，包括收到
递延收益 19,935,965.00 元，其他应付款专利申请补助 22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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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营业外收入-政府补贴 44,144,628.71 元，营业外收入-其他
1,068,195.77 元。

6、你公司年报披露，2016 年研发投入金额 10,166.06 万元，研
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44,707,665.52 元。研发人员数量 938 人。在职
员工的数量合计 16,979 人，当年列支的职工薪酬为 3,182,307,912.87
元，其中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为 2,073,976,323.57 元（截图 4）。
按 938 人的研发人员计算，人均年研发支出仅 10.84 万元，低于
年人均职工薪酬额（18.74 万元）、年人均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2.21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图 4：应付职工薪酬（局部）

答复：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格式和内容准则第 2 号-年
度报告的格式与内容（2016 年修订）
》中有关研发投入“公司应当披
露研发人员的数量、占比及其变动情况；说明本年度研发投入总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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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如数据较上年发生显著变化，还应当解释变化的
原因；应当披露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及变化情况，并对其合理性进
行分析” 的规定，本公司编制了研发投入相关情况。
本公司研发项目投入包括购买的机械设备及其 安装施工费用和
研究开发期间研发人员薪酬 、机物料消耗、检测化验费用。2016 年
的研发投入 10,166.06 万元,其中购置的机械设备及安装费 4,470.77
万元、研发人员薪酬等费用 5,695.29 万元。
参与研发项目主要为临时抽调的生产、技术、科研专业人员成立
项目组，研发人员的薪酬费用为科研项目研究开发期间的费用，项目
结束后研发人员的薪酬不计入研发费用。研发人员按参与项目人次统
计，研发人数是参与项目人员的全年累计人数。不宜视同上述人员全
年都在从事科研项目，而直接计算研发人员年平均人工薪酬。
如某个研发项目立项后，即抽调有关人员组成研发小组，参与研
发人员的薪酬开始计入研发费用，直至项目结束。研发小组的人员统
计为研发人数。也就是说，研发人员的职工薪酬，不一定全年均计入
研发费用，而是与研发项目的延续时间有关。

7、你公司年报披露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为“已资本化的开
发阶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之日转为无形资产。”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开发支出”2016
年末余额为 0，无形资产—软件当年仅增加 5,987,090.59 元（截图 5）。
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 44,707,665.52 元的具体情况。
截图 5：无形资产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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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44,707,665.52 元，为研发项目立项后，
根据研发项目需要购买设备及设备安装的费用，计入在建工程或固定
资产。除上述购买设备及设备安装的费用外的研发支出计入当期费用，
是由于公司发生的研发支出，不符合无形资产准则关于研发支出资本
化的条件。

8、请你公司说明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有限公司将收到的唐
山市曹妃甸区对码头填海造地成本补偿 87,750,470.28 元的时间，相
关补偿款会计处理的方式及处理依据。
答复：
2016 年 5 月 16 日，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有限公司收到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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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曹妃甸区对码头填海造地成本补偿 87,750,470.28 元。
公司本期将收到的填海造地补偿冲减在建工程，是由于公司前期
围海造地发生的支出均由公司自己承担（按政策属于政府应承担在交
纳出让金时扣除）， 2015 年公司为办理港务公司土地使用权证又再
次缴纳土地出让金及海域使用金合计 253,085,187.81 元。本期公司
根据与当地政府签订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由当地政府补偿公司发生的
围海造地费用，因此冲减在建工程。

9、请你公司说明收到首钢总公司延期并购款利息 262.11 万元的
会计处理方式及处理依据。
答复：
公司本期将收到的首钢总公司延期并购款利息 262.11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是因为该事项是由合并京唐公司引起的权益性交易。相当
于首钢总公司对收购价款的折让，根据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
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计入资本公积。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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