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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26                                公司简称：杭钢股份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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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杭钢股份 6001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继华 

电话 （0571）88132917 

办公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178号 

电子信箱 hggf@hzst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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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4,017,998,608.35 26,021,692,395.95 25,561,304,799.08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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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14,900,234.30 15,140,985,008.01 14,835,443,615.39 -0.1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6,066,026.01 1,459,391,742.36 1,459,392,876.62 5.25 

营业收入 12,779,069,290.64 9,353,028,161.32 9,353,028,161.32 3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606,435.49 338,223,183.70 338,647,078.48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796,144.41 192,273,136.58 192,681,975.95 6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99 3.05 减少0.69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0.23 -3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0.23 -39.13 

 

报告期，公司子公司宁钢收购合并宁波紫霞实业，因宁波紫霞实业原受杭钢集团公司控制且

非暂时性的，故该项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公司已按规定对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上年度末减少，主要系宁钢同一控制下收购宁波紫霞

实业，将原计入资本公积的被合并方宁波紫霞实业的净资产变动金额305,568,949.54 元转出。公司

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股本变动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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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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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4.69 1,160,876,040 611,343,890 无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18 524,274,236 524,274,236 无   

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4 123,106,060 123,106,060 未知   

富春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0 109,073,048 109,073,048 无   

新疆同和君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 75,757,575 75,757,575 未知   

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8 67,078,348 67,078,348 无   

杭州富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5 66,287,878 66,287,878 未知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1 62,604,511 0 未知   

杭州金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9 56,818,181 56,818,181 未知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8 25,442,72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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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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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于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实施，钢材市场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较

大改善，钢铁企业保持了 2016 年以来的较高水平的盈利能力。公司牢牢把握市场机会，坚持“低

成本、高效率”的经营策略，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实现营业收入 127.79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6 亿元。 

（一）钢铁产业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提升盈利能力。 

1、宁钢全力推进以高炉稳定顺行和钢轧精益运行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模式，克服采购市场资源

紧张和降低成本的双重压力，不断巩固提升低成本竞争优势；面对四五月份急剧下跌的市场行情，

强化客户走访和市场调研，科学研判市场行情，准确踩准市场节奏，不断提升宁钢产品的盈利能

力。今年上半年，宁钢累计生产焦炭 53.69 万吨、铁水 214.57 万吨、板坯 226.33 万吨、钢卷 218.74

万吨（完成年度产能计划进度的 51.58%），发电 6.28 亿 kWh，生产经营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2、按照产品进入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军工领域及高端民用产品的发展要求，宁钢上下齐心、

合力攻坚，产品研发取得显著成果。宁钢第二阶段重点品种提质扩量攻关工作完美收官，攻关期

间品种钢销量拓展至 96.99 万吨，较目标值提高 76%，共实现增效 1035 万元。第三阶段攻关工作

已全面启动，组织制定了以产品精品化和高端化为目标，以“1+3＋α ”为特色产品架构的宁钢钢

产品三年行动计划。今年上半年，宁钢特色产品拓展量 60.9 万吨，其中新产品开发总量 17.26 万

吨，完成年度计划的 69%，特色产品新增效益达 3100 万元。 

（二）环保产业积极拓宽市场渠道，夯实管理基础，稳定顺行。 

1、拓宽市场渠道，抓好重点区域项目的跟踪开发。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积极迎

合环保产业发展态势，探索业务发展的新途径，制订了以“省内为主、内外兼顾、以点带面、辐射

周边”拓展思路，打开项目获取渠道。一是积极同各地市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接交流，掌握项目第

一手消息，抓好重点区域项目的跟踪对接。二是做好优质项目的筛选工作，上半年保持在水务市

场跟踪的项目 50 余个，重点跟踪的 10 余个，进一步推进落地的项目 7 个，承接河道水体修复项

目 1 个。三是推进环保新业务拓展，积极开展业务对接交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推动在特殊领

域有引领示范作用项目的合作。 

2、夯实管理基础，建立以运营为核心的管理体系。针对公司环保产业运营项目点多面广的情

况，公司制定一系列措施，有效加强项目稳定运行管理。一是运营管理制度相继出台，进一步加

快了运营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设进度，为广泛推广可复制的运维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提供基础保

障。二是加快推进运营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时掌控各项目生产情况，高效解决各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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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等实际问题，目前信息化系统已开始试运行，初步实现了项目集约化管理的目标。三是进一

步强化项目商业运营的管理机制，加大完工转运营项目收费的落实力度，提高已投运项目货款回

笼率，落实早收费，早见效。四是进一步强化公司相关部门、专技人员支持和配合运营子公司解

决问题的义务，齐心协力推进运营管理水平提高。报告期，公司环保产业继续稳定顺行，盈利水

平基本与上年同期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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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汤民强 

 

 

2017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