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2018-018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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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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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冶特钢 股票代码 0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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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培锋 杜鹤 

办公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316 号 

电话 0714-6297373 0714-6297373 

电子信箱 dytg0708@163.com dytg070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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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3,963,127.41 4,838,518,766.12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5,633,815.10 189,328,369.62 3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8,421,050.42 202,489,945.50 2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4,432,042.02 -681,197,968.86 15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9 0.421 35.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9 0.421 3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2% 5.00%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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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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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8,524,781.35 6,578,740,103.44 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49,112,688.16 4,028,301,417.06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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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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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5% 134,620,000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480 126,618,480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10,126,502 10,126,502   

工银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6,071,827 6,071,827   

查国平 境内自然人 1.03% 4,650,000 4,650,000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78% 3,500,000 3,500,000   

冶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2% 2,764,300 2,764,300 冻结 1,984,3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2,328,698 2,328,698   

陈国华 境内自然人 0.45% 2,020,000 2,020,0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42% 1,889,100 1,88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和“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同属“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查国平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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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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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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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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在化解钢铁产能过剩、“蓝天保卫战”等工作持续深入推进中，钢铁行业

运行环境逐渐好转，市场需求保持良好态势，效益明显增强；受此影响特钢行业运行在原材

料价格高位波动、成本压力增加、钢材价格高位的状态中，也面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不确

定因素增加的局面。面对特钢市场的多变形势，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推进“品牌、高质、高效”

的工作方针，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实力，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开展技术专项攻关，促进

了生产经营的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依靠管理创新、品种质量、降本增效来促发展，经营成效良好，效益不

断增长，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为615,396万元、532,630万元，同比上升分

别27.19 %、24.15 %；营业利润30,796万元，同比上升25.94%；实现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为

30,529万元、25,563万元，同比分别上升38.29 %、35.02%；销售利润率为4.96%，同比上升0.40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为43.77 %。 

报告期内，公司以用户需求为驱动，发挥品牌优势，产品价格紧贴市场，抓住市场机遇，

生产销售势头两旺。生产钢58.12万吨，同比基本持平；生产钢材111.55万吨，同比上升10.23%；

销售钢材111.41万吨，同比上升9.28%，内贸完成了90.87万吨，比去年同期销量增幅9.07%，

内贸直供比达76.5%；轴承钢销量增长较快，舍弗勒、SKF、TIMKEN的高端连铸材、中高端

管坯轴承钢均有所上涨，汽车用钢方面销量保持良好势头，对钢材销量起到有力支撑。 上半

年，国际贸易保护抬头，海外钢铁市场复杂多变，公司密切跟踪局势，制定应对预案，及时

调整海外用户和产品品种，规避价格战，欧洲的销售量同比增长近一倍，中东、美洲、澳洲

等地区的销售量大幅提升，高合金钢等品种销量大幅增长，综合单价显著提高，上半年出口

钢材20.54万吨，同比增长10%。创汇总额同比有较大增幅。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中心，以服务战略直供用户为立足点，积极调整产品结构，高

端品种比重持续增长，高档品种销量同比增加了一倍，轴承钢销量同比上涨26%，铁路电渣

轴承钢持续保持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领先，军工钢、工具钢等品种销量大幅度增长。锻材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销售量稳步提升，同比增幅 9.9%。成功开发供安百拓反井钻机用锻材，

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满足世界最高标准的供货商；不锈钢锻材海外销售实现突破；双真空产品

顺利通过客户转产鉴定及新型号认可，高温合金通过最终用户的联合产品鉴定。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向，研发工作成果丰硕，取得发明专利授权3项，多

项研究和开发项目通过鉴定或验收，部分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包括国家十三五重点

研发计划科技课题在内的还有多个项目正在有序进行中。项目攻关持续突破，Timken系列模

铸轴承钢、SKF系列模铸轴承钢、风电钢球模铸轴承钢，铁路电渣轴承钢开发稳步推进，出

口汽车用钢开发不断取得成效，质量逐步已得到国际市场认可，客户群从贸易商走向终端用

户。活塞杆用钢纯净度稳步提升，远高于于行业水平；大规格风电齿轮用钢的开发取得突破

进展，供货量持续稳定增长；大型风电轴承滚子料用钢电渣锻材，通过SKF认证，该领域用

钢实现国产化，填补了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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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推进降本降耗项目攻关活动，制定包括精炼电降耗、流体节能、炉窑降

耗、新技术应用等攻关项目，通过开展系统、流程节能攻关，能源指标逐步改善。精炼电耗

较去年同期降低6.49%；公司1-6月份节能降本近4千万元。上半年，公司贯彻“蓝天保卫战”“长

江大保护”精神，加强环保工作，完成新增在线检测设备安装工作和环保智能化平台项目初步

建设，环保管理逐步进入智能化；环保巡查常态化、规范化，严格实时监管、自主监测，减

少环保风险；严抓“三废”排放，各类排放物均已达标，没有出现任何污染事件，保证了公司

的“清洁生产，优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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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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