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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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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实业 6005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杨  萍 丁彩霞 

电   话 0371-64569088 0371-64569088 

办公地址 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31号 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31号 

电子信箱 yangping@zfsy.com.cn caixia@zfs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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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9,693,257.47 26,358,310,515.66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89,819,778.38 4,823,152,461.0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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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081,837.11 992,403,485.32 -24.82 

营业收入 5,801,108,580.72 7,132,791,220.67 -1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615,211.39 145,252,241.65 -5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430,376.73 87,282,072.04 -1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3 3.00 减少1.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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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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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2 878,060,083 0 质押 867,620,00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国有法人 3.45 60,000,0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

合 

其他 0.64 11,189,973 0 无 0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2 10,726,842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

合 

其他 0.40 6,999,910 0 无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1 3,585,301 0 无 0 

陈永莲 境内自然人 0.20 3,439,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医疗保健行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9 3,380,700 0 无 0 

张耀中 境内自然人 0.17 3,024,320 0 无 0 

陈继华 境内自然人 0.17 3,015,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

动，公司未知。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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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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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中孚实

业股份有限

公 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11中孚债 122093 2011 年 8 月 29 日 2019 年 8 月 29 日 4.32 7.3 

河南中孚实

业股份有限

公 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中孚债 122162 2012 年 8 月 28 日 2017 年 8 月 28 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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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41   0.777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43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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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铝及铝加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目前已经形成“煤-电-铝

-铝精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 

2017 年 2 月，国家环保部公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根据

公司打造“环保生态工厂、山水园林企业”的发展理念，公司自建设之初就致力于环保工作开展，

目前公司各项环保指标均达到或优于国家环保标准。 

4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清理整顿电

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 2014 年 4 月 6 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2014 年第【25】号）发布的符合《铝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一批），公司现有 75 万

吨电解铝产能均被列入该名单，属于合规产能，同时公司自 2013 年以来无新建、在建产能。因此

公司不受《关于印发<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影响。 

受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保、电解铝违规产能清理整顿等政策影响，上半年煤炭、电解

铝价格均较去年同期呈现一定幅度的上涨，且煤炭价格涨幅高于电解铝价格涨幅。受区域性煤炭

限产政策影响，公司煤炭产量及盈利不及预期，公司发电成本相应上升，从而导致公司一体化产

业链条成本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全面预算和精益管理为手段，节能降耗，提

质增效，除煤炭产量未完成计划外，公司其他产品产量和生产指标等任务均圆满完成，生产经营

稳定运行，铝精深加工项目持续推进。上半年公司共实现收入 580,110.86 万元，实现利润 2,667.25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61.52 万元。 

（1）铝精深项目持续推进 

公司一方面利用项目的设备、技术、管理等优势积极推进铝精深加工项目的投产进度，一方

面加大目标产品的市场开发力度，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部分产品已经出口至欧洲、澳大利亚、

东南亚、南美洲、台湾、日本，行业品牌度进一步提高。 

（2）财务结构明显改善 

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的多方协调和积极努力下，各债权银行已将公司借款利率全部调整为

基准利率，公司三年期及以上中长期银行贷款比例不断提高，使公司债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公司流动比率由年初的 0.42 上升为 0.50，速动比率由年初的 0.32 上升为 0.35，同时影响财务费用

较去年同期减少 7,015.05 万元，对公司中长期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取得实质突破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75 号，目前正在筹备相关发行事宜。待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将得到有效降低，财务状况将进一步优化与改善。 

（4）环保工作持续推进 

公司积极拥护国家相关环保政策，继续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公司在原有环保设施基础上，中

孚铝业、林丰铝电率先在行业内实施电解槽烟气超低排放工程，目前正在建设，工程完成后二氧

化硫浓度、烟尘浓度将实现超低排放；中孚炭素正在实施超低排放工程，目前煅烧脱硫已经试运，

工程完成后二氧化硫浓度、烟尘浓度将实现超低排放。 

（5）挖潜增效成效显著 

为进一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升公司利润水平。全体员工积极参与，立足岗位踊跃开展节

能降耗、挖潜增效、技术创新等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如：中孚铝业排烟风机高压变频改造提前

完成投运，电解槽平均节电率达到 31.3%；林丰铝电改造铝棒锯切设备，锯切效率较改造前提高

67%。中孚炭素调整优化生产运行模式，运行期间煅后焦最大单日产量 440 吨。 

（6）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并下发了《精益管理推进方案》，提出了各个阶段的实施计划，明确了精

益管理各阶段的目标和实施要求，下属子公司中孚电力、中孚铝业等纷纷启动精益管理方案，效

果已初步显现，设备利用率提高、生产成本下降。如：中孚电力实施精益管理方案后，生产区域

标识规范、整齐划一，办公区域布局合理、干净整洁，工作效率显著提升；通过大量精益西格玛

精益改善项目的实施，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及消耗正稳步向好。中孚铝业动力分厂阳极车间通过一

期精益管理，车间主设备压脱机接近零故障，维修费用同比降低近 25%。通过精益管理工作的深

入推进，公司的管理水平得以明显提升，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打下了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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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