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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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特钢 6003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孔德生 赵越 

电话 024-56676495 024-56678441 

办公地址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东

段8号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东

段8号 

电子信箱 kongdesheng@dtsteel.com zhaoyue@fs-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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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3,296,681.87 12,350,083,559.24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44,612,641.52 1,985,024,210.38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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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230.49 13,140,850.26 -71.34 

营业收入 2,772,958,408.33 2,393,407,212.47 1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588,431.14 103,997,622.30 -4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8,424,195.63 94,788,740.12 -3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1 5.34 减少2.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5 0.0800 -4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5 0.0800 -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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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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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38.22 496,876,444 170,377,200 冻结 496,876,444 

质押 481,412,200  

付小铜 境内

自然

人 

0.66 8,545,416 0 无 0 

莫海 境内

自然

人 

0.56 7,306,407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

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9 6,396,898 0 无 0 

陈金波 境内 0.23 2,961,600 0 无 0 



自然

人 

陶万垠 境内

自然

人 

0.21 2,700,000 0 无 0 

新韩法国巴黎资产运用株

式会社－新韩法巴中国大

陆 RQFII证券投资信托（股

票）（交易所） 

未知 0.18 2,301,800 0 无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融国证钢铁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7 2,206,188 0 无 0 

虞红飞 境内

自然

人 

0.17 2,200,000 0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霞 15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未知 0.15 1,923,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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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竞争与挑战，同时还承受控股股东

东北特钢集团重整所带来的影响与压力。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秉承稳健经营的原则，以提升

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 继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聚焦“三高一特”（高温合金、高强钢、高档



工模具钢、特种冶炼不锈钢）等产品，服务国内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全体干部员工迎难而上，实

现了钢产量 31.70 万吨，同比增长 13%；钢材产量 27.03 万吨，同比增长 15%；营业收入 27.73

亿元，同比增长 15.86%，实现净利润 5958万元，同比减少 42.7%，公司生产经营保持了稳定运行。 

报告期主要工作情况： 

一是公司以“质量年”为契机，强化各项基础管理，以工艺创效“项目管理”为载体，持续

推进工艺攻关，有效控制了产品质量问题。 

二是合理组织生产，通过科学有序排产、均衡生产能力、细化资源调配、强化过程控制等措

施，大力压缩现有工序周期，实现按周期送检，提高生产、检验效率，全力推进集中高效生产。 

三是持续推进技术营销、全员营销，提升顾客满意度。技术中心 104 名技术专家配合销售人

员走访用户 211 家，开发新用户 150 个，新品种 122 个，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稳步

提升。 

四是加强能源消耗管理和步骤费用控制，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五是强化资金管理，通过压缩非生产资金占用和扩大融资渠道等措施，确保生产经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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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会〔2016〕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规定进行损益项目间的调整，不影响损益。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的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

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从“管

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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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