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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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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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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7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2,646,176,293.67元，期末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3,189,805,250.52元。 2017年度利润分配，

以期末总股本 256279.32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待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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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钢股份 60100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裴侃 黄胜松 

办公地址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电话 （0772）2595971 （0772）2595971 

电子信箱 liscl@163.com liscl@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依法经营烧结、炼铁、炼钢及其副产品的销售，钢材轧制、加工及其副产品的销售；炼焦及

其副产品的销售。主要产品涵盖中板材、小型材、中型材、钢坯等，主要分为板材、角钢、槽钢、

圆钢、螺纹钢、高线等品种。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产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是目前广西区域最主要的大型钢铁联合生产企业，采用“开发＋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

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市场所需的新产品，并自行生产销售。 

 

1.开发模式 

    技术中心为公司产品研发主体单位，下设有板材开发科、长材开发科、工艺技术科、金属材

料检测室等科室，主要从事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及应用。公司建立有完善的“产销研”

创新体系，品种研发团队由技术中心、经销公司、质量部、炼钢厂、中板厂、棒线型材厂的业务

骨干组成，并形成完善的“信息-研究-生产-销售-服务”的品种开发链条。技术中心与东北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往来密切，通过项目合作、人才柔性引进等多种方式，不断

提高产品研发能力。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需要采购的大宗原燃料主要有铁矿石、煤、熔剂等。铁矿石主要依赖进口，进

口铁矿石采购主要采用报盘询价谈判定价模式，国内铁矿石采用统一定价的采购模式；炼焦煤采

购有报盘询价、谈判议价两种定价模式；熔剂采用谈判议价采购模式。 

 

3.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以建材产品、中厚板为主，公司根据市场效益情况，灵活组织轧材线生产，将有限的金

属料优先供应效益较好的产线生产。为满足终端用户个性化需求，公司通过 MES 系统采用以销定

产的模式，按订单组织生产，大部分产品均有客户属性。总调度室根据经销录入的订单，综合考

虑炼钢产能、精炼炉能力、轧钢能力、设备检修、设备工况等因素，按照合同的交货期和订单的

优先级编制生产计划，组织各产线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的购买方式、销售渠道、产品流通形式等要素，采用的销售渠道有经销商销售、直

供终端客户销售、投标中标重点工程专供销售、电商销售、出口销售等模式。 

（1）线上模式 

公司参与建设了电商销售平台，目前在平台上注册会员 416 个，均为钢材贸易商。2017 年实现营

业收入 3.19 亿元。 

A.电商业务的交易模式 

电商销售采取现货挂牌、竞价销售和期货销售等模式，发挥电子商务运作的优势，较好的发挥了

市场价格引领作用，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B.电商交易风险防控 

稳妥推进推广电商销售业务，建立完善的电商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公司销售管理制度，做好风险

防控。一是确保网上平台资金、信息、货物、商业机密等的安全。二是做好注册会员的资质、信

誉、经验、规模、资金实力等基础资料可靠性和合规性的审核。三是合同签订严格把关，执行“款

到发货”销售原则。建立销售回款与财务结算对账机制，确保每笔销售合同发货、收款准确无误，

严格履行合同和协议，确保货物和货款安全。 

C.电商交易与传统销售模式的协同效应 

电子商务是经营贸易的发展趋势，公司紧跟其发展步伐，积极探索摸索其技巧和规律。由于柳钢

产品定位和产品结构造成了现有的电商模式还不能适用于所有产品，因此，我们选择了少量和非

主要的品种进行实践，以积累电商经验。其中，螺纹钢非尺等非主流产品进入电商平台进行竞价

销售和现货挂牌销售。目前，平台客户规模和信誉度逐渐提高，实现节省人工、快速销售和效益

增加的目的。但仍然只是一个竞价平台，非通俗意义的如阿里巴巴之类电子商务网络，其副作用

也比较明显，如给投机商提供了机会、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终端用户参与其中。 

柳钢电子商务作为传统销售模式的补充，为将来公司销售的改革转型升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面

对钢铁行业发展“新常态”，公司正在积极转变营销理念，创新钢材销售模式，逐步探索一条符合

自身发展的“互联网+钢铁”之路。 

（2）线下模式 

公司钢材线下销售主要通过经销商、直供终端、工程客户及出口等渠道进行销售，其中通过经销

商销售比例最大，占 84.77%，其次为直供用户，最后为出口。2017 年公司积极采取生产安排动态

调整，及时调整产品资源流向，完善销售体系。新开辟了海南市场，新增云南市场客户；同时充



分发挥柳钢品牌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效巩固建筑材、集装箱板等优势产品的市场地位，积极拓展

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市场领域，并开辟了搪瓷钢、管线钢、车厢用钢的新用户；另外更加注重根据

各区域市场行情合理调整销售布局，以两广市场为主，辐射西南、华东市场，优化钢材出口区域

布局和品种结构，增加贸易出口国，销售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行业情况说明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2017 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3,073,917,245.23 20,811,902,878.94 10.87 22,626,285,185.27 

营业收入 41,557,169,054.26 26,650,401,296.14 55.93 25,909,458,585.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46,176,293.67 196,438,068.13 1,247.08 -1,189,439,416.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01,324,537.94 202,991,747.09 1,181.49 -1,090,922,925.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199,197,932.14 4,634,904,577.99 55.33 4,438,219,261.5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12,592,644.16 1,587,920,801.18 190.48 284,119,957.1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325 0.0766 1,247.91 -0.46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325 0.0766 1,247.91 -0.464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44.70 4.33 增加40.37个

百分点 

-23.4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044,651,619.12 10,050,127,309.24 10,824,266,127.72 11,638,123,99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598,382.85 193,011,590.83 859,601,383.19 1,390,964,93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95,832,349.43 191,320,502.43 1,018,380,908.04 1,195,790,778.04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9,285,562.87 2,642,839,270.39 976,299,706.90 1,652,739,229.7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1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3,65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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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2,114,433,135 82.51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融通领先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3,071,806 13,071,806 0.51 0 无  未知 

林胜伟 8,285,450 8,285,450 0.3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温丽霞 8,282,420 8,282,420 0.3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产业活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1,157 6,931,157 0.27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富通改革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67,217 6,067,217 0.24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

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5,816,861 5,816,861 0.23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南方 4,999,980 4,999,980 0.20 0 无  未知 



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山证券睿翔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4,873,786 4,873,786 0.19 0 无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明华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820,501 4,820,501 0.19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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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2011 年

柳 州 钢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债券 

11 柳钢

债 

122075 2011.6.1 2019.6.1 42,554.2 5.70 到 期 一

次还本；

单 利 按

年付息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年 6月 1日，公司向全体“11 柳钢债”持有人支付自 2016年 6月 1日至 2017年 5月 31日

期间的利息。详见 2017 年 5 月 22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2011 年柳

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债券 2017年付息公告（编号：2017-016）》。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评级”） 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及发行的公司债

券（债券代码： 122075，证券简称： 11 柳钢债）进行了信用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负面”，11 柳钢债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2017 年 6 月 26 日，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的基础上， 联合信用评级公司出具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

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维持 11 柳钢债债项信用等级

为“ AA”。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跟踪评级报告披露时间的要求，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年度

报告公布后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相关信息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提请投资者关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8.80 77.73 -8.9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41 0.13 215.38 

利息保障倍数 8.83 1.48 496.6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铁、钢、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1150万吨、1230 万吨、722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7.08%、11.31%、

32.48%；营业收入 415.57 亿元，利润总额 30.36 亿元，上缴税金 12.69 亿元；资产总额 230.74

亿元，同比增长 10.87%，负债总额 158.75亿元，同比减少 1.87%，股东权益 71.99亿元，同比增

加 55.33%；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 68.8%，同比下降 8.93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①政府补助列报方式变更。 

2017年 5月，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公司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自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将自 2017年 1月 1日起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

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对本年度财务报表累计影响为：

“其他收益”科目增加 33,597,557.96元，“营业外收入”科目减少 33,597,557.96 元。 

 

②资产处置损益列报方式变更 

2017年 12月，财政部以财会〔2017〕30 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

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资产

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公司本年无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的“营业外收

入”“营业外支出”项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长： 陈有升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