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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17-56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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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刘建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赖伟东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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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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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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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钢松山 股票代码 0007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韶钢松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二 赖万立 

办公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电话 0751-8787265 0751-8787265 

电子信箱 sgss@sgis.com.cn sgss@sgis.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336,647,593.71 5,783,396,008.57 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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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9,647,813.70 -228,823,567.32 38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3,318,371.37 -255,424,201.51 36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303,582.81 -154,889,595.21 7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85 -0.0946 383.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85 -0.0946 38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91% -95.15% 178.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228,004,767.30 14,975,555,659.66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8,588,710.28 458,491,583.29 141.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7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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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广东

韶关钢铁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3.37% 0 0 

质押 0 

冻结 0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4.92% 25,176,356 0 
质押 0 

冻结 0 

陈玉庆 境内自然人 0.45% 0 0 
质押 0 

冻结 0 

谢光权 境内自然人 0.41% 6,300 0 
质押 0 

冻结 0 

吴望晨 境内自然人 0.39% -269,313 0 
质押 0 

冻结 0 

张金钢 境内自然人 0.28% 3,728,100 0 
质押 0 

冻结 0 

周珠林 境内自然人 0.26% -588,100 0 
质押 0 

冻结 0 

朱锡源 境内自然人 0.21% 2,205,200 0 
质押 0 

冻结 0 

平安资产－工

商银行－平安

资产如意 12 号

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 

其他 0.20% 4,924,100 0 

质押 0 

冻结 0 

许杰 境内自然人 0.20% 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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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谢光权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120,000 股，吴望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7,606,138 股，张金钢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00,000 股，周珠林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6,179,522 股，许杰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773,1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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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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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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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及全面取缔“地条钢”的影响下，钢

铁行业盈利水平高速攀升。公司通过继续加大力度降成本，人力资源持续优化，加快产品结

构调整，促进产品转型升级等措施，公司实现净利润6.50亿元，同比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3,665万元，同比增加96.02%，主要是钢材销售量、销

价同比增加所致；营业成本1,024,605万元，同比升高81.92%，主要是产量、原材料采购成本

同比增加所致；销售费用11,822万元，同比增加35.04%，主要是钢材销售量同比增加导致运

输费增加所致；管理费用15,486万元，同比增加120.16%，主要是新品试制费调整列支管理费

用增加所致；财务费用15,418万元，同比下降39.55%，主要是利息支出减少和汇兑收益增加

所致；研发投入14,398万元，同比下降32.9%，主要是新产品的试制量减少导致研发投入减少

所致；利润总额为64,965万元，同比增加383.91%，主要是主营业务毛利上升所致；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41,833万元，同比减少400.07%，主要是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

致。 

报告期内，产铁305万吨，同比增长10.2%；钢282万吨，同比增长16.3%；钢材265万吨，

同比增长12.8%；焦炭138万吨，同比增长9.88%，主要是公司炉料结构优化之焦炉建设工程

逐步顺产。公司参股的宝钢特钢长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宝特韶关产特棒40万吨，同比增长

46.7%。 

公司上半年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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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管理体系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2.优化生产组织，充分发挥产线生产效率； 

3.持续推进“零故障”管理模式，确保设备状态稳定顺行； 

4.深化产销研体系建设，加快新产品开发及技术创新； 

5.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提升营销、采购管理； 

6.深挖潜力，全力以赴降成本； 

7.推进精益物流，实现产品增值； 

8.优化资金结构，拓展融资渠道，实现资金安全高效、低成本目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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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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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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