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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宗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鲁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智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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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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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423,703.82 3,773,296,178.54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82,726,666.07 1,829,329,984.00 -8.0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8,404,903.35 33.08% 777,296,784.69 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7,473,709.53 -16.46% -147,029,905.28 -6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615,882.38 -15.24% -151,917,906.43 -4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3,154,657.18 -8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4 -16.54% -0.2923 -6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4 -16.54% -0.2923 -6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0.37% -8.37% -3.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0,662.7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76,314.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49.88  

合计 4,888,001.15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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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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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9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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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工业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67.42% 339,115,147 37,476,577   

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3% 53,949,085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8% 5,411,500    

汤子花 境内自然人 0.73% 3,671,365    

胡义参 境内自然人 0.64% 3,242,300    

肖莹颖 境内自然人 0.45% 2,255,500    

牛方全 境内自然人 0.36% 1,807,000    

金德洪 境内自然人 0.30% 1,497,285    

方志英 境内自然人 0.29% 1,461,298    

方正东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恒

升 69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1,204,2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301,638,57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49,08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11,500 人民币普通股  

汤子花 3,671,365 人民币普通股  

胡义参 3,242,300 人民币普通股  

肖莹颖 2,2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牛方全 1,8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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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洪 1,497,285 人民币普通股  

方志英 1,461,298 人民币普通股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恒升

69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2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与前 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肖莹颖所持股份 2,255,500 股为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牛方全通过证券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1,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26,000股，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均为通过证券公司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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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37,333,900.24元，增幅196.3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原材料采购增加所

致。 

2、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减少18,418,462.42元，降幅40.4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收到资产处置款。 

3、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13,290,536.61元，降幅84.6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增值税留抵税额

减少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7,772,957.49元，降幅40.8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支付职工工资所

致。 

5、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5,638,866.56元，增幅462.7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应交土地使用税与房

产税增加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26,000,888.89元，降幅50.4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借款

到期归还所致。 

7、末分配利润较年初减少147,029,905.28元，降幅68.4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亏损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13,004,227.25元，增幅90,902.2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房产税与土地使

用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所致。 

2、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8,710,175.52元，增幅63.3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借款总额增加导致利息支出

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2,833,170.19元，减幅45.51%，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4、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48,871.23元，增幅256.02%，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13,481,795,62元，减幅72.9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6、营业利润同比减少44,244,839.16元，减幅41.0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毛利率同比下降，财务费用

与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7、利润总额同比减少57,499,619.82元，减幅64.22%，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毛利率同比下降，财务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和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8、净利润同比减少57,499,619.82元，减幅64.22%，主要原因同利润总额的减少原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11,764,629.43元，减幅40.3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

到的集团项目维护补助减少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9,076,872.60元，增幅86.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的应交增值税款增

加所致。 

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21,817,100.00元,增幅999.4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处置资产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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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68,868,746.02元，减幅66.37%，主

要是由于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65,670,745.76元，增幅31.0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偿还借款增加

所致。 

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5,814,349.12元，增幅127.31%，主要是由于报

告期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34,384,541.64元，增幅52.91%，主要是由于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3,856,180.08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90,685,846.02元和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2,285,599.90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中国南方工

业集团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１、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

司及参股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中原特钢

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未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中原特钢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

何与中原特钢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本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

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中原特

钢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

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中原特钢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

资于任何与中原特钢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３、如中原特钢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

围，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

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中原特钢拓展后的产品

或业务相竞争；若与中原特钢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产生竞争，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

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以停止生产、经营

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

业务纳入到中原特钢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

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

业竞争。 

2008年 04

月 30日 
永久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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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工

业集团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

本公司特向贵所申请将本公司所获配股份进

行锁定处理，并承诺上述股份自上市首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2014年 11

月 28日 
36个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2017年度净利润（万元） -20,000 至 -18,000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19.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高洁

净钢项目未完全达到预期，产品成本上升毛利下降较多。预计 2017年度营

业收入同比小幅上升，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8,000

万元～20,000万元”。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 07 月 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2017年 07 月 18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询问公司扭亏措施、资本运作情况和亏

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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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8 月 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2017年 08 月 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合资合作事项。 

2017年 08 月 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2017年 09 月 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现场调研事项。 

2017年 09 月 14日 实地调研 个人 
了解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参观部分生产

车间。 

2017年 09 月 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资本运作事项。 

2017年 09 月 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2017年 09 月 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经营及发展思路，参观部分生

产车间。 

2017年 09 月 2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三季报业绩预计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宗樵 

 

2017 年 10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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