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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18-070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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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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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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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越 独立董事 另有公务 陈建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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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钢闽光 股票代码 0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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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嘉豪 罗丽红 

办公地址 福建省三明市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福建省三明市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电话 0598-8205188 0598-8205188 

电子信箱 2864664343@qq.com 153567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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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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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7,595,062,332.34 9,806,435,235.97 13,676,766,145.48 2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33,304,578.78 1,080,587,197.70 1,369,545,793.07 13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03,410,665.64 1,072,045,004.92 1,072,053,414.67 12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6,840,486.33 868,199,385.09 1,057,240,272.19 111.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78 0.787 0.838 136.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78 0.787 0.838 13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7% 13.79% 15.45% 6.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3,623,952,187.32 15,751,268,824.87 22,087,437,861.16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01,727,943.85 11,011,080,762.31 13,182,232,797.02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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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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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三钢（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5.02% 899,159,605 899,159,605   

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9% 65,217,072 65,217,072   

申万菱信基金

－浦发银行－

平安信托－平

安财富*丰赢 6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00% 32,720,509 0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华融国际信托

－华融·国兵晟

乾成长 2 号权

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8% 32,300,908 0   

福建省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31,862,705 0   

国金证券－中

信证券－国金

拓璞价值成长

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80% 29,443,7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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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速公

路养护工程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27,958,189 0   

福建省安溪荣

德矿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24,411,908 24,411,908   

德邦基金－招

商银行－华润

信托－华润信

托·瑞华定增对

冲基金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1% 19,842,19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3% 18,533,6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5148%股权；本公司未知其余的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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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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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1 三钢 01 112036 2018 年 08 月 01 日 5,481.16 6.70% 

2011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1 三钢 02 112073 2019 年 04 月 09 日 22,579.48 6.8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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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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1% 36.59%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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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3 45.68 1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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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宏观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钢材

需求继续保持较高水平；随着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的督查与环保督查的开展，钢材的供给也受到一定

程度的抑制，供需基本平衡，钢材价格维持较高水平。公司积极抢抓市场机遇，持续强化管理创新、技术

创新和资本运作，以多加废钢为主要抓手，最大限度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大大提升了公司的

内生动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一）上半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产钢493.48万吨，生铁425.91万吨，钢材490.3万吨，焦炭42.96万吨，入炉烧

结矿539.6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75.95亿元，利润总额42.9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3亿

元，基本每股收益1.978元。2018年上半年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增长超过预期，且公司完成了收购三安钢

铁100%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使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公司取得了自成立以来最好半年度经营业

绩。 

（二）上半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强化系统协调，提升运行质量 

一是紧贴市场以销定产。紧抓市场机遇，强化供产销快速联动，通过提高高炉入炉品位、高炉配加破

碎废钢、降低炼钢铁水耗、提高轧钢作业率、提高中板产量等措施，实现了“产量最大化、效益最大化”。 

二是维护市场提高效益。统一布局公司与子公司泉州闽光的生产计划、品种结构和销售区域，加强市

场走势分析和市场价格维护，巩固公司产品在福建省内的主导地位。加强重点工程跟踪及省外市场拓展，

提高向省外市场的分流能力，确保销售渠道及省内市场稳定。上半年，“闽光牌”建筑用钢材、普板市场

均价分别高于“周边四地”(上海、杭州、南昌、广州)80元/吨、150元/吨，在福建市场的占有率均在70％

左右；圆钢价格较杭州、广州市场均价高20元/吨。 

三是顺应市场灵活采购。加强市场研判，根据性价比最优原则，实施差异化生产采购，加大进口矿、

国内洗精煤、废钢采购力度，上半年，进口矿采购价格比普氏平均指数低1.2美元/吨，废钢采购价与钢材

销售价价差1525元/吨（不含税）。 

2.加快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 

一是强化资本运作。推进三钢闽光发行股份购买三安钢铁100%股权工作，2018年3月30日，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无条件通过。2018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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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21号）。本次交易，三钢闽光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三钢集团、福建

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安溪荣德矿业有限公司和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四名股东合计持有的三安

钢铁100%股权。通过本次重组，三安钢铁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6月1日起，三安钢铁正式纳入本

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2018年7月3日，本次重组发行的新增股份260,769,197股在深交所上市。 

二是优化投资建设。推进公司向生产服务型企业转型升级，三钢闽光物联云商项目仓储系统全面开工

建设，预计2018年底全部建成投用。推进产能转移及产品结构调整，工艺装备升级改造、内地产能向沿海

转移、品种结构优化调整等产能置换方案获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核准，相关工作正在推进。 

三是打造绿色钢铁。全面推进三明市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8个重点项目建设，其中，7#8#高炉矿槽增

设干雾抑尘项目已建成投用。以建设生态旅游钢厂为目标，深入推进现场管理提升工作。上半年，完成现

场管理项目379项，投入现场管理提升资金1.27亿元。对福利区环境进行整治与改造，区域环境明显改善。

上半年，公司厂区平均降尘量10.89吨/平方公里·月，同比2017年降低0.48吨/平方公里·月。 

3.坚持降本增效，夯实成本优势 

一是坚持全流程降成本。坚持以全流程降成本为抓手，加强公司及子公司的成本对标，持续挖掘生产

工序和非生产工序的降成本潜力。上半年，三钢闽光、泉州闽光分别实现同口径降成本16.27元/吨、30.07

元/吨，合计实现降本增效1.002亿元。 

二是提升资金管控水平。加强资金统筹使用，在应用好常规融资手段的基础上，拓展融资品种，用好

银行授信额度，灵活调整银行贷款，控制资金存量和利息支出。利用日常节余资金办理银行结构性存款和

固定期限保本型理财产品，增加收益。 

三是深化对标挖潜。瞄准同行业先进水平和自身历史最好水平，进行全方位的对标，各主要指标进步

明显。上半年，炼铁综合燃料比为504.65kg/t，同比降低9.53kg/t；炼钢铁水耗为862.84kg/t，同比降低

33.55kg/t；轧钢综合作业率为84.37％，同比提高10.40％；自发电比例为62.97％，同比提高17.37％；

吨钢综合能耗为513.05kgce/t，同比下降15.07kgce/t；对标挖潜项目创效3.64亿元。 

4.强化创新驱动，增强竞争实力 

一是加强技术创新。新立项技术开发项目17项、重点技术攻关项目21项。上半年，共申请专利7项，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精细中厚板轧制控制技术集成”项目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种中厚板生

产的末道次展宽后的中间坯轧件形状”项目获得福建省专利二等奖。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建设，顺利完

成取证工作。建立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工作，相关材料已提交福建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正在进行专家审议。 

二是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上半年，成功研发了ML20MnTiB、42CrMoA、40MnB等产品，完成40CrB、NM400

耐磨钢板开发方案制定。全面推进螺纹钢新标准的宣贯、工艺试验等工作，已具备全规格批量化生产条件。 

三是持续推进改善提案工作。上半年，共收到改善提案1407件，立项850项，奖励金额16.2万元，预

计降本增效5,867.42万元；验收改善成果784项，奖励金额46.11万元，实现效益3,280.56万元。 

5.坚持精细管理，激发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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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管理创新。新立项重点管理创新项目11项、一般管理创新项目79项。调整绩效考核办法，加

大产量考核权重，同时增加现场管理、安全管理、环保管理专项考核方案，促进相关工作提升。推进岗位

标准作业流程管理，新梳理岗位流程113个，截止6月底，累计完成岗位流程梳理15,754个，编写完成率

99.73%、培训完成率99.45%、落地稽核完成率96.85%。 

二是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加强员工培训，与三明学院联合举办科处级后备干部管

理知识培训班，共266人参加培训；通过跟班培训、导师带徒、到厂家现场学习等措施，提高员工技能。

弘扬劳模精神，评选9名“金牌工匠”，新组建2个劳模工作室，充分发挥劳模的创新引领作用。 

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讲座、“三

会一课”、专题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进车间、

到岗位、入人心。大力推进“133”党建新模式，在二级单位党委积极开展“六好”党建模范示范点建设，

推广“党群项目制”管理模式，在党支部持续推行“五小工作法”，在两级机关和后勤党支部中深入开展

“三亮三比三评”活动，基层党建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 

（三）2018年下半年工作重点 

1.持续提升市场维护水平。加强国内钢材市场走势分析和研判，精心协调产供销快速联动，重点做好

销售模式研究，进一步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发挥公司在省内的龙头引领作用，充分利用“闽

光”钢材的品牌优势和物联云商平台能力，扩大贸易规模，加强省内市场价格维护，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抓好漳州闽光复产达标工作，做好坯料供应、产品推广等，使漳州闽光成为公司战略布局和产品结构调整

的又一重要发展基地。 

2.持续提升资本运作水平。在完成三钢闽光重组三安钢铁工作后，继续推进集团钢铁主业整体上市，

适时启动三钢闽光收购罗源闽光工作，为产能转移、产业升级创造良好条件。着手开展发行普通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等产品的可行性研究，为上市公司未来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做好准备。进一

步加强股票市值管理，探索建立稳健和有吸引力的分红政策。 

3.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全力做好品种钢生产的技术储备，按照一个月开发一个新钢种的目标，加

快推进品种研发。继续推进螺纹钢新标准切换相关工作，做好新标准产品投放市场后的售后服务，确保公

司各地新旧标准平稳切换。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与北京科技大学、钢铁研究总院、东北大学等科研

院校的合作交流，开展新产品研发和前沿技术开发应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搭建优特钢技术平

台。做好博士后工作站后续跟进工作，力争建成博士后工作站。做好国家级技术中心申报工作，进一步完

善技术创新平台。 

4.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抓好公司5#高炉改造性中修，确保按计划工期120天内完成。推进物联云

商、公司球团、闽光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建设，力争物联云商项目在2018年12月底前建成投用，闽光大数据

中心、三钢闽光球团项目在2018年9月动工建设。 

5.持续提升安全环保水平。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重实效”的总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全面、彻底的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工作；瞄准“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与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实现岗位工亡为零”的目标，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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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加强环保治理，结合公司受限产能升级改造、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项

目，按照冶金行业超低排放标准，完善环保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环保水平，打造绿色生态新三钢。重点

抓好220m
2
烧结烟气脱硝、无组织排放综合整治、180系统筛分室及成品送料系统新增布袋除尘器、二炼钢

电除尘器后新增布袋除尘、厂区雨污分流等环保项目建设，力争2018年底前基本建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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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包括6家子公司，与上年度相比增加了3家子公司，子公司的清单如

下： 

子公司名称 简称 

福建闽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闽光能源 

泉州闽光智能物流有限公司 闽光物流 

福建漳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漳州闽光 

福建泉州闽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原福建三安钢铁有限公司）（报告期新增） 泉州闽光 

福建泉州闽光环保资源有限公司（原福建省三安环保资源有限公司）（报告

期新增） 

闽光环保 

安溪闽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安溪三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报

告期新增） 

闽光假日酒店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黎立璋 

2018年 8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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