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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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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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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特钢 600507 长力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韬 郑小昕 

电话 0791-88392322 0791-88396314 

办公地址 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

号 

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

号 

电子信箱 fdtg600507@163.com fdtg60050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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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6,548,262.13 8,477,097,553.46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20,477,533.51 2,650,098,058.18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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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887,831.66 647,496,858.09 30.79 

营业收入 6,271,705,741.32 3,792,537,809.33 6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04,554,904.86 258,853,891.18 1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5,275,984.39 253,565,963.94 178.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41 12.25 增加14.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20 16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20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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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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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62 525,433,571 0 质押 482,000,000 

方威 境外自

然人 

14.99 198,831,539 0 无 0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90 118,000,0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94 25,706,8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35 17,930,19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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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08 14,377,788 0 无 0 

百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未知 0.54 7,106,356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未知 0.53 7,079,212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7 6,276,5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7 6,276,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方威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控股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100%股权，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汽车板

簧有限公司 100%股权。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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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产铁 155.28 万吨，产钢 180.23 万吨，产材 183.49 万吨，分别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 5.25%、7.59%、8.53%，生产汽车板簧 9.24 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36.5%。 

报告期内，公司抢抓有利行业形势，做好工序配合工序服从，实现生产系统稳定顺行；通过原料

采购、汽车运输、生产和技术部门系统联动，精细化降低成本；加大与行业先进企业技术经济指

标的对标工作，进一步挖掘降本潜力；根据市场的变化，快速高效对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进行研

判，踩准市场变化节奏；对环保和安全工作不放松，加大对环保和安全工作的投入，继续开展“5S”



环境整治，公司盈利水平显著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资产 936654.83 万元，营业收入 627170.5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0455.49 万元，每股收益 0.53 元，分别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0.49%、65.37%、172.18%、165%。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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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前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文件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前述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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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