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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2017-019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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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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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冶特钢 股票代码 0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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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培锋 杜鹤 

办公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电话 0714-6297373 0714-6297373 

电子信箱 dytg0708@163.com dytg0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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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8,518,766.12 3,287,167,078.33 4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328,369.62 145,637,207.4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2,489,945.50 138,433,764.57 4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1,197,968.86 -9,163,161.70 -7,334.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1 0.324 29.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1 0.324 29.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0% 4.1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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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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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855,153.29 5,847,133,448.37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22,729,072.87 3,723,282,399.25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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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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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480    

工银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7,087,62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6,972,814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78% 3,500,000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银河期货

盛世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920,92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诚

盈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914,0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2,812,398    

冶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0% 2,230,000  冻结 1,000,000 

应剑 境内自然人 0.46% 2,048,4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和“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同属“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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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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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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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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化解钢铁产能过剩、取缔“地条钢”方面的工作持续深入推进，为钢铁行业平稳

运行创造了良好环境，钢材价格逐步回升，行业效益有所好转；特钢市场相对稳定，价格反弹幅度相对较

小，而大宗原材料价格涨跌互现，大幅波动，合金、电极等材料价格大幅上扬，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面

对起伏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持续推进“品牌提升深化年”，抓住市场机遇，紧贴市场，大力开发客户，持

续调整品种结构，开展专项攻关活动，各经营指标比上年同期有明显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钢58.13万吨，同比上升1.57%；生产钢材101.20万吨，同比上升4.24%；销售钢

材101.95万吨，同比上升5.04%。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为483,852万元、429,030万元，

同比上升分别47.19%、47.95%；营业利润24,453万元，同比上升48.75%；实现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为22,075

万元、18,933万元，同比分别上升29.92%、30.00%；销售利润率为4.56%，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资产负

债为37.99%。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市场调结构，强化合同管理，优化生产组织，深化物料流转和精整质量管理，产

品品质不断提升，产量累创新高。公司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以服务用户为立足点，抓住市场好转的机遇，

加快销量，上半年内贸比上年同期增加16.5%；公司适度减少了低端品种的生产、销售，特别是压缩了市

场竞争激烈的弹簧扁钢、低端易切削钢、碳结钢、低合结钢的销量，提高关键品种的产量和销售，其中轴

承钢大幅增加，汽车用钢、锅炉管坯、油田用圆钢、高合金钢销售同比增幅较大，SKF、FAG等高端用户

不断增加订单，直供比达到了84.43%的历史新高，同比增加了10.6个百分点。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缓慢，

贸易保护抬头，海外钢铁市场复杂多变，公司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大力开拓海外高端用户和产品品种，减

小低端产品销量，规避低端品种间的价格战；高端用户、高端品种均在增长，其中高合金钢大幅提升，轴

承钢、一般合金钢增长明显，综合单价显著提高，上半年出口钢材18.64万吨，创汇总额稍高于上年同期水

平。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中心，以用户需求为驱动，密切关注市场热点和行业发展动向，加大研发能

力、科技进步，有效促进了公司品种结构的调整。上半年开发新产品合计14万吨，高档品种销量大幅度增

长，高端品种生产取得突破，其中双真空产品大幅增长，一批高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品种成功开

发，高档轮毂轴承钢取得进展，实现批量供货， SKF、timken等公司的系列品种的开发力度加大，供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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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升，高档模铸风电钢球、铁路电渣轴承钢等品种质量满足重点用户需求，始终保持了市场占有率。

上半年，公司十多项产品通过第二、第三方认证/复评，与院校开展项目合作，建立良好的产学研的合作模

式，黄石市重大科技项目《极端环境用特殊轴承钢开发及其应用》已通过初评及现场考察，公司承担的国

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大功率风电机组用轴承钢关键技术开发”科研成果通过验收。 

报告期内，公司发挥中棒线产能，发挥技术设备优势，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提高工艺水平，工艺流程

不断成熟，产量逐步提高，中棒线实现达产，产量不断创造纪录，高档品种产量稳步提升，产品质量稳定，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品得到用户认可。中棒线能力的提升，加强了企业竞争力，保证了企业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实行大宗原材料 “灵活采购”，在矿粉、废钢价格涨跌互现急剧波动，以及焦炭、

合金、电极等原材料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及时关注市场信息，提升市场分析与预断能力，准确把握市场趋

势，把握采购节奏，降低相关物资的采购成本。上半年公司继续开展降本降耗专业项目攻关活动，不断推

动生产系统的降本工作，采取工艺革新、装备技改，不断减低能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各降本指标达到

预定目标；公司强化环保工作，加强实时监管、自主监测，严格控制排放，各类排放物均已达标，没有出

现任何污染事件，保证了公司的“清洁生产，优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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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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