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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5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047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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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振林 董事 因工作出差 杨华 

钱正 董事 因工作出差 何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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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206,771,77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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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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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大厦  

电话 0512-58987088  

电子信箱 sggf@shasteel.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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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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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7,234,988,976.74 6,110,143,275.48 1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7,077,300.59 189,023,691.78 24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6,274,984.35 180,330,699.54 20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5,929,799.38 865,199,952.33 38.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32 0.0857 242.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32 0.0857 24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9% 6.68%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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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9,218,900.70 9,655,589,008.23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2,235,907.90 3,387,946,836.31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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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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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4% 448,871,726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7.17% 158,200,000  质押 51,230,000 

刘振光 境内自然人 6.98% 154,000,000  质押 130,27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140,000,000 

朱峥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112,000,000 

黄李厚 境内自然人 4.55% 100,353,5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4.04% 89,172,601  质押 69,860,000 

金洁 境内自然人 3.99% 88,000,000  质押 86,260,000 

王继满 境内自然人 3.68% 81,100,000  质押 81,100,000 

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3.60% 79,536,000  质押 79,51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沙钢集团与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黄李厚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353,500 股；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李非文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3,260,000 股；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朱峥先生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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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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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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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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坚持吃饱开足、多产多销、快进快出，大力开展降本节支创新挖潜

增效活动，提升经济效益。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展开工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狠抓降本节支、创新挖潜增效。上半年，公司围绕降本节支增效、负面清单降损的任务目标，每月对项目进行跟踪

检查，做到跟踪措施细化，跟踪考核细化，促进指标提升。同时，全力抓好重点指标攻关措施的落实，成立专业攻关小组，

明确奖罚兑现系数，季度对标奖罚；通过各类负面清单的梳理，查找原因落实整改措施，上半年炼铁综合焦比等指标进步明

显，降本节支增效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2、强化安全管理，杜绝违章作业，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安全保障。一是在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的基础上，以班组

为单位，组织员工开展“我的安全责任”大讨论活动，引导员工主动参与安全管理。二是加快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组织各分厂编制了“作业活动清单”、“设备设施清单”等，形成了公司级的六大清单和公司级的风

险控制清单，完善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现了全过程、全覆盖。三是对照冶金行业重大安全隐患清单开展自查，并邀请专

家帮助排查梳理，对查出的问题逐项落实整改。积极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排查，对查出的事故隐患，进行了分类、分级、整改、

验证，整改率为100%。四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的安全管理，对《安全生产通用管理》、《危险作业管理》等17个制度进行

细化、完善，实现操作标准化、制度化、系统化。上半年，公司在安全管理方面，成功完成了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抽

堵盲板作业、吊装作业等危险作业，守护了职工生命线。 

     3、狠抓销售内部管理，研判市场，优化接单，实现经营创效。一是细化任务目标分解，强化指标落实，自加压力，对

标考核。上半年产销率101%、直销比71.5%、合同执行率96.58%，超额完成序时各项指标。二是抓市场波段，统筹接单。强

化市场分析研判，抢抓市场波段，利用市场小幅拉涨契机，在吨钢利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果断增量加接直销用户定单。三

是根据市场变化，做好每日销售与接单工作，做到了现货销售与期货接单适时适价把控工作。四是抓接单、生产及销售有机

结合，努力提升合同按期交付率，上半年合同按期交付率达96.58%，同比增加1.39%。五是加强新客户、新产品开发推进工

作，为产品结构调整、产品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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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