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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证券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7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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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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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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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卜海 梁柯英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电话 (0311)66770709 (0311)66770709 

电子信箱 hbgtgf@hebgtjt.com hbgtgf@hebgt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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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59,940,529.52 37,911,158,117.94 4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0,802,208.72 409,004,857.28 20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252,937,037.57 397,431,279.76 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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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25,105,022.82 8,382,398,464.48 -3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 0.039 20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 0.039 202.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0.93%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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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55,350,431.98 185,989,924,182.05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262,113,298.85 44,820,365,616.6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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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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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3% 4,208,503,010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5% 1,853,409,753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7% 432,063,701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91,970,260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

统组合 A 
其他 0.29% 30,918,5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26% 28,097,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6% 27,679,396    

沈沧琼 境内自然人 0.25% 26,943,42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其他 0.24% 25,000,000    

李国连 境内自然人 0.23% 24,680,8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和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系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同受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参与转融通业务导致股份较年初增加 6,440,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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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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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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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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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

债券品种二 
12 河钢 02 112166 2018 年 03 月 27 日 125,000 5.16%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河钢 01 112419 2019 年 07 月 28 日 300,000 3.80%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 河钢 02 112425 2019 年 08 月 09 日 200,000 3.56%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4.93% 74.93% 0.0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7 2.07 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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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工作主基调，进一步聚焦“市场”和“产品”，围绕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两大核心任

务，大力推进“六条工作主线”，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17 年 1-6 月，公司产生铁 1385 万吨， 粗

钢 1414 万吨，钢材 1355 万吨，比去年同期分别降低 4.43%、0.14%和 1.27%；生产钒渣 7.67 万吨，比去年同期降低 8.25%。

2017 年 1—6 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4.60 亿元，营业利润 16.97 亿元，利润总额 16.9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51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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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板材 35,400,602,755.38 30,717,319,085.89 13.23% 31.74% 31.67% 0.09% 

棒材及型材 7,773,450,059.99 6,789,456,787.81 12.66% 24.61% 24.36% 0.29% 

钢坯 707,576,092.18 627,512,318.83 11.32% 71.65% 60.53% 6.14% 

钒产品 549,654,547.83 429,193,609.28 21.92% 150.58% 115.38%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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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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