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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证券简称：*ST 华菱                         公告编号：2017-53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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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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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慧泉 董事长 工作原因 颜建新 

谢岭 董事 工作原因 石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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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华菱 股票代码 0009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桂情 刘笑非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嘉园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嘉园 

电话 0731-89952719 0731-89952811 

电子信箱 luogq@chinavalin.com lxf1s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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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6,296,337.92 21,932,513,877.33 5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6,261,687.05 -945,619,126.38 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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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5,117,828.21 -913,142,731.64 扭亏为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17,155,478.30 1,263,873,312.12 17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71 -0.3136 扭亏为盈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71 -0.3136 扭亏为盈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4% -13.90% 提升 28.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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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2,329,447.68 70,945,962,366.21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89,587,431.48 6,239,220,209.11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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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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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91% 1,806,560,875  质押 1,806,560,8751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0.08% 303,939,125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52% 15,600,000    

潘海香 境内自然人 0.28% 8,550,000    

杨正辉 境内自然人 0.23% 6,880,000    

殷晓南 境内自然人 0.18% 5,383,18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5% 4,445,067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2% 3,636,363    

朱任杰 境内自然人 0.12% 3,522,323    

司朝晖 境内自然人 0.11% 3,42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菱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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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向控股股东华菱集团了解，为贯彻国家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战略部署，浦发银行与华菱集团共同发起降杠杆项目，通过成立基金募集资金

125 亿元，专项用于对华菱集团进行权益性投资。资金用于置换银行债务，有利于降低华菱集团杠杆率。作为降杠杆项目合作的增信措施，华菱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质押给浦发银行，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华菱集团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共计 1,806,560,875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59.91%。

详见公司 5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份被质押的公告（编号：2017-23）》。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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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钢铁去产能、淘汰中频炉以及整治地条钢的力度，钢铁行业经

营形势好转。公司持续构建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营销服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品种结构调整和降本提质增效取得了

积极进展，核心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利润大幅提升，汽车板公司自2016年12月扭亏以来实现持续盈利，华菱钢管二季

度实现扭亏为盈。公司2017年上半年钢材产量为757万吨，销量为757万吨，实现净利润11.86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9.56亿元，为公司上市以来半年度最优业绩。上半年主要工作如下： 

1、高炉运行逐步稳中向好，生产稳顺取得长足进步。公司铁前坚持以高炉为中心，落实精料方针，强化外围保障，炼

铁生产稳中向好，其中上半年两座大高炉中修为公司后续进一步提升高炉利用系数、降低高炉消耗、控制铁水成本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 

2、发动全员降成本、调结构、挖内潜，2016年两大亏损点华菱钢管和汽车板公司业绩今年已经明显好转。其中，华菱

钢管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大大降低钢管对油气行业的依赖程度，提升了在机械加工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占比，同时通过内部大

力降本增效，华菱钢管今年一季度大幅减亏，二季度单季实现盈利，报告期同比减亏约8.98亿元；汽车板公司随着产品认证、

客户开发、产品结构调整等工作的深入推进，自2016年12月开始实现了持续盈利，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2,480万元。 

3、大力推进以集成产品开发（IPD）为基础的销研产一体化化体系建设，品种结构调整及新产品研发实现量、效双增。

其中，上半年共完成各类重点品种钢销量280万吨，同比增长22%。同时新产品研发聚焦核心研发资源，植入稳健设计质量

管控理念，重点突破高强钢中的冷轧汽车用钢DP1180、NM600，弹簧钢X55SiCrA-R，冷轧高强集装箱板LG800NQ、P92，

车轴用管、Ductibor500等高盈利产品，迅速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成功应用于世界单孔跨度最大的铁路桥洪齐沥桥，以及

首都新机场、亚投行总部大厦、深圳会展中心、中石化塔河油田项目、日照港京博输油管、“蓝鲸一号可燃冰”等重点标志性

工程项目和中高端用户，“华菱制造”优势不断凸显。 

4、积极开拓市场，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区域结构，提升区域市场占有率，营销创效显著。上半年钢材销量757万吨，同

比增长34万吨。同时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高高端市场品牌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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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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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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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