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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82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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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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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钢股份 60028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  林 唐  睿 

电话 025-57072073 025-5707208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电子信箱 nggf@600282.net nggf@600282.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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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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28,273,106.21 34,301,645,524.43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83,303,141.51 6,762,720,600.18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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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652,380.81 2,257,116,559.97 -70.91 

营业收入 16,958,208,543.65 10,875,290,726.74 5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8,156,291.77 145,557,073.20 7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3,529,036.26 141,089,036.92 682.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5 2.28 增加14.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9 0.0367 73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49 0.0367 7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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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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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31 1,795,351,958  质押 1,795,351,958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121,167,491  质押 114,179,67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8 86,320,000 86,320,00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37,817,185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35,000,0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0 27,650,989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

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66 26,000,00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8,000,000  未知  

李慧 其他 0.37 14,630,6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3,955,5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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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

联合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两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南京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方为德邦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为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与建设银行、南京钢联和南钢发展四方共同签署对南钢发展增资的《投资意向

书》，建设银行通过其子公司建信投资与南京钢联共同对南钢发展增资 37.50 亿元。根据《投资
意向书》约定，南京钢联及南钢联合分别将其持有的 1,795,351,958 股、114,179,672 股（合
计 1,909,531,630 股）南钢股份股票质押给建信投资。上述质押系增信措施，非质押融资，质
押风险可控。【详见 2017 年 3 月 22 日、6 月 2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南钢股份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临 2017-037、临 2017-070）】 

注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南钢联合计划自 2017年 5月 12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1%。【详见公司 2017 年 5 月 13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南钢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
份暨增持计划的公告》（临 2017-056）】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自上述增持计划实施以来，南钢联合累计增持本公司 6,987,819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8%，增持金额约 2,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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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11南钢债 122067 2011 年 5 月 6 日 2018 年 5 月 6 日 2,783,749,00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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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2 80.1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81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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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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亮点 

 上市以来同期最优业绩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8 亿元，同比增长 730.02%，取得公司

自上市以来同期最优业绩。 

 杠杆率大幅降低 

公司资产负债率由报告期初的 80.19%下降至报告期末 67.52%，降低 12.67 个百分点，杠杆

率大幅降低，企业经营稳健。 

 经营质量提升 

报告期，公司期间费用率为 6.03%，同比下降 2.64 个百分点；销售净利率达到 7.12%，同比

提高 5.78 个百分点；吨钢利润总额达到 298.33 元，同比增加 256.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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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结构优化 

公司发挥装备、研发、技术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报告期，公司板材产品中优特钢销量

占比达到 85%以上，长材产品中优特钢销量占比达到 50%以上；高品质工程机械用钢、汽车轴承

用钢、低温大壁厚管线钢、超高强钢、厚规格耐磨钢、核电用钢、水电用钢、高等级桥梁钢、低

温风塔用钢、帘线钢等高附加值产品显著放量。 

2、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铁、钢、材产量分别为 444.99、472.76、420.28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3.01%、

6.92%、3.82%；实现营业收入 169.58 亿元，同比增长 55.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8 亿元，同比增长 730.0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分别为 355.28、76.8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58%、13.61%。 

（1）持续优化“高效率生产、低成本智造”精品特钢体系 

①通过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上游资源稳定保供能力；②加强宏观经济、产

业政策和上下游市场之间的研究判断，建立适合企业需求的市场分析框架，采购和销售策略更加

灵活、有效；③以全国同行业先进为标杆，强化对标管理，提升主要技经指标；④发挥事业部组

织模式的优势，加强工序间生产衔接，优化生产组织，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工序降本；⑤推动智

能制造在生产中的应用，实现企业与用户之间效率、成本最优的协同。 

（2）推进创新引领，驱动价值创造 

①阿米巴经营创新  公司在事业部中试点阿米巴经营模式，通过划小核算单元、内部独立核

算、成本日清日结、自负盈亏经营等措施，明确员工各自的经营职责，激发员工主动参与经营管

理的热情和价值创造潜能。 

②“JIT+C2M”管理创新  围绕客户需求，运用互联网+移动信息技术，提供个性化的规模

定制产品，提升客户体验并实现产品的价值创造，打造 C2M 生态圈。报告期，公司以“JIT+C2M”

模式实现钢材产品配送量 27.20 万吨，同比增长 41.81%，涵盖船舶海工、工程机械、风电、桥

梁、建筑等领域。以“JIT+C2M”平台建设为核心的“钢铁企业基于规模定制的服务化管理”课

题荣获中国企业联合会颁发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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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融资创新  公司引进建设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对公司下属子公司南钢发展开展市场化债

转股。建设银行通过下属子公司建信投资与南京钢联分别对公司子公司南钢发展增资 30.00 亿元、

7.50 亿元。增资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度下降。同时，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2.50 亿元的应

收账款资产证券。 

④激励机制创新  公司向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 40 人实施最长

不超过 48 个月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公司 2015 年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共同构建“共享共创”

文化，将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相结合，各方共同关注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3）品种研发取得新成绩 

公司坚持精品特钢路线，发挥“产销研用+服务”的研发体系优势。公司参与的国家 863 计

划课题——“海洋平台用高锰高强韧中厚板研发”项目试制的钢板表面质量及板形良好，冲击韧

性、力学性能等均达到课题要求；公司子公司宿迁金鑫成功研发人防专用型钢；公司生产的

370MPa 级高性能桥梁钢和不锈钢复合板，通过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批量生产；由公司等单位承担的“LNG 储罐用国产 9 镍

钢研制及工程技术应用”项目通过由工程院院士等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的鉴定。 

（4）布局未来转型发展 

公司实施“新材料+能源环保”双核驱动战略，加快推进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报告期，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与复星高科技共同投资天创环境、菲尔特；下属子公司金恒科技已

完成股份制改造，择机申请在新三板挂牌；下属子公司金瀚环保总承包的首个厂外项目——山东

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炼钢 60 吨转炉烟气净化项目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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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