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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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钢股份 60100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裴侃 邓旋 

电话 （0772）2595971 （0772）2595971 

办公地址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电子信箱 liscl@163.com lisc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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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2,792,427.36 24,950,844,655.07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261,071,871.51 10,528,595,824.7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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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4,170,168.87 146,084,572.71 1,771.6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2,877,773,678.50 22,583,288,487.07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65,197,321.77 2,040,573,358.16 -37.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3,869,915.84 2,029,489,542.63 -3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34 27.71 减少16.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37 0.7962 -37.9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37 0.7962 -37.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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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76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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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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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74.57 1,910,963,595 0 无   

王文辉 境内自

然人 

7.94 203,469,540 0 质押 137,760,06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未知 0.36 9,301,649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27 6,799,897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5 6,471,10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3 5,954,000 0 无   

富国基金－农业银行－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中国

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产

品（个分红）委托投资 

未知 0.17 4,268,600 0 无   

吴小丽 境内自

然人 

0.17 4,232,265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

未知 0.14 3,676,600 0 无   



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3 3,297,993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王文辉与上市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

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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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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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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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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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7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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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聚焦聚力系统协同、管理创

新等工作，持续打好高质量发展攻坚战，企业生产经营保持良好势头。 

2019 年上半年的工作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生产经营势头良好     

工序协同效应进一步凸显，在没有新产能投入的情况下，主要产品均实现增产，累计产铁

610.18 万吨、钢 649.55 万吨、钢材 390.73 万吨，同比分别上涨 2.61%、1.98%、4.81%。截至报

告期末的资产负债率 58.36%，同比降低 6.08 个百分点。     



2.管理改革全面发力     

内部改革深入推进。持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从组织机构、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培训开发

等方面构建更科学高效的人力资源管控模式。实施劳务用工机制改革，改变用工模式，优化劳务

承包管理。优化员工内部流动机制，规范员工调配管理。创新考核模式，增加行业对标考核。进

一步强化成本核算，提高财务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     

3.创新驱动迸发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9年上半年，为提高科技人员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展

科技创新工作，公司拨款用于科技表彰，积极推进“产、学、研”科技合作平台。 

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报告期内，成功开发预应力钢绞线、中厚板日标出口低合金钢、优

碳板、正火压力容器板等新产品；通过实施校企合作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培养、锻炼了一批科

技人才，研究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科技成果。      

4.共建共享成色足     

生态环保持续改善。环境污染事故保持为零，工业废水、废气达标率和工业水循环利用率均

完成策划目标。相继完成了烧结脱硫尾气深度净化、110 平米烧结机烟气脱硝、转炉灰冷压球团

和转炉三个区除尘系统优化升级改造项目。 

坚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能源管理精细化、标准化，加强定额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开

展节能攻关，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公司吨钢综合能耗同比下降了 2.52 千克标准煤。吨钢耗新水

消耗低至 1.59 立方米，创历史最好水平，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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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八节财务报告 五、28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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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