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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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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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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阳钢铁 6005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平 李志锋 

电话 0372-3120175 0372-3120175 

办公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电子信箱 aygtdb312@126.com aygtdb312@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2,510,017,292.81 32,410,734,408.98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70,168,432.28 4,835,938,610.19 0.7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67,271,629.01 1,332,641,759.96 77.64 

营业收入 11,525,944,054.64 11,480,087,185.38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763,031.48 94,408,185.01 -7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956,814.94 88,542,880.82 -7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7 1.73 减少1.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2 0.039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2 0.039 -69.2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6,7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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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家 60.14 1,439,571,589   质押 719,777,700 

徐开东 其他 1.01 24,288,277   未知   

徐松英 其他 0.40 9,660,892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35 8,417,700   未知   

纪彦禹 其他 0.29 7,014,800   未知   

应春华 其他 0.26 6,170,414   未知   

徐兰英 其他 0.22 5,190,257   未知   

邵建军 其他 0.19 4,649,30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

其他 0.18 4,316,400   未知   



证券投资基金 

高淑平 其他 0.16 3,824,60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已知国家股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

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安阳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1 安钢 01 122107 2011 年 11

月 11 日 

2018 年 11

月 10 日 

131,533,000 7.87 

安阳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公

司债券（第

二期 

11 安钢 02 122105 2012 年 2 月

14 日 

2019 年 2 月

13 日 

70,332,000 6.9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8289   0.824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1   2.6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以“创新驱动、品质领先、提质增效、转型发展”总体战略为引领，创新板块加专题运

作模式，全力抓好经营改善、结构优化、改革创新、环保提升、转型发展等各项工作，生产经营

整体保持稳定，实现了上半年整体盈利的目标。 

2、坚持难中求变，自我突破，经营改善工作成效显著。构建生产组织新平衡，多管齐下，千

方百计增钢促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减量提质”，把资源用在高效产线和高效品种上。立足能

源优化与改善，深层挖潜，系统开展节能创效攻关。 

3、危中求机，绿色转型，节能环保工作扎实推进。严格贯彻落实省、市环保管控要求，积极

履行大型国企社会责任，重点强化关键环节的污染源控制，抓好清洁生产和厂区环境综合治理，

建立环保设施运行日报制度，提高环保设施运行质量。立足绿色发展、生态转型，集中启动了涵

盖焦炉及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转炉一次除尘改造、原料场封闭等重点环保提升项目，力争用最先

进的技术、最成熟的工艺、最好的装备，高起点、高标准抓好环保提升改造，再造一个全新的绿

色安钢。 

4、流程再造，管理提升，构建生产经营管控新模式。坚持精益理念，着力推进标准化安钢建

设，创新“板块+专题”运作模式，全面构建“二三三二”新型管控体系，强化精益管理体系建设，

具有安钢特色的管理机制初步形成。强化“四位一体”标准化建设和产线对标，把精益标准化贯

穿生产制造的全过程；强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夯实管理基础，健全物质量和能源量数据结构；

强化计量过程管控，加强信息反馈管理，计量数据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加强财务管理，压缩非生

产性费用支出，强化资本运作，保证资金链条安全。 

 5、统筹谋划，破框出新，钢铁主体转型升级项目蓬勃推进。坚持长短结合，统筹谋划，精

准转型，减量发展。坚持转型发展不停步，加快产业升级、工艺完善、环保提升项目建设。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利剑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