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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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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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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371,532.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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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钢板材、本钢板 B 股票代码 000761、2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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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延斌  

办公地址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 16 号  

传真 024-47827004  

电话 024-47828860  

电子信箱 bgbcsyb@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有钢铁冶炼、压延加工、发电、煤化工、特钢型材、铁路、进出口贸易、科研、产品

销售等，引入世界先进装备技术对钢铁主业实施装备升级改造，基本建成了精品钢材基地，形成了60多个品种、7500多个规

格的产品系列，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比例达到80%以上，汽车表面板、家电板、石油管线钢、集装箱板、船板等主导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交通、建筑装潢和金属制品等领域，并远销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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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限制钢铁产能、打击“地条钢”、钢材市场持续回暖的有利时机，向产量提升、挖

潜降耗、设备顺行、品种规格以及绿色环保要效益，取得显著成效。以迎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坚持环保管理和环保治理

并重，从强化日常环保设施运行管控入手，实现各类污染物可控排放和减量排放。全年完成冷轧板、镀锌板等产品认证24

个牌号，其中部分系列产品通过了日产汽车和通用汽车全球认证，基本实现对绝大多数合资品牌、自主品牌汽车厂全覆盖供

货。 

报告期内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有：稳健推进以“四定”为核心的三项制度改革，不断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根据《本钢做强

做优做大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公司调结构补短板、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的目标措施。围绕部分高炉复产及大修，实施

一系列的提产增效改造项目，切实保障提产增效目标实现。冷轧高强钢配套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行，566平米烧结机余热发

电并网发电成功，冷轧厂彩涂线按期实现热负荷试车并产出合格彩涂板，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以上内容无重大变化发生。 

（二）报告期内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实体经济依然是发展的着力点，钢铁工业面临着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

机遇。公司通过抢抓历史机遇，深入挖掘潜力，准确研判市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不断提升，行业

地位持续巩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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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0,507,855,843

.72 

29,526,012,651

.08 

29,526,012,651

.08 
37.19% 

29,253,638,605

.80 

29,253,638,605

.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00,110,229.

77 
781,274,829.32 781,296,452.51 104.80% 

-3,293,624,545.

17 

-3,293,624,545.

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7,675,869.

15 
747,668,693.39 747,690,316.58 115.02% 

-3,452,130,239.

63 

-3,452,130,239.

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44,243,492.

51 

9,557,353,906.

52 

9,557,419,076.

92 
-71.29% 

-2,305,005,968.

10 

-2,305,005,968.

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0 0.249 0.249 104.82% -1.050 -1.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0 0.249 0.249 104.82% -1.050 -1.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4% 6.34% 6.34% 5.50% -24.11% -24.1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62,998,143,513

.02 

54,155,710,718

.91 

54,197,775,889

.31 
16.24% 

44,461,643,345

.33 

44,461,643,345

.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315,588,729

.00 

12,715,354,551

.15 

12,757,376,174

.34 
12.21% 

11,934,100,372

.02 

11,934,100,372

.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132,407,692.65 9,604,079,211.09 9,640,672,901.66 10,130,696,0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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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653,287.07 220,982,366.50 810,662,349.27 265,812,22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684,784.12 213,188,639.71 803,806,749.09 294,995,69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2,732,831.24 -624,572,853.48 -58,127,586.39 6,849,676,763.6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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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8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59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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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72.84% 
2,284,411,2

02 
 

质押 1,483,095,133 

冻结 45,000,00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6% 8,157,311    

陈进鸿 境内自然人 0.18% 5,707,500    

吕锐军 境内自然人 0.16% 5,123,80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

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15% 4,606,141    

吴彰林 境内自然人 0.13% 4,071,200    

俞晓帆 境内自然人 0.13% 4,002,707    

FIRST TRUST 

EMERGING 

MARKETS 

SMALL CAP 

ALPHADEX 

FUND 

境外法人 0.13% 3,951,48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2% 3,898,387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量化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1% 3,58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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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34,411,202 股，通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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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有）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0,000,000 股，合计持有 2,284,411,202 股。吴彰林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071,2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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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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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家实施供给侧改革、钢铁行业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政策效果显著，国内钢材市场继续呈现震荡上扬的态势。

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牢牢把握市场机遇，以提高经济运营质量为中心，以提升基础管理工作水平为保证，以确保生产稳定顺行

和增加职工基本收益为根本目标，通过扎实不懈地努力，使效益有了进一步提升。全年主要产品产量：生铁867.88万吨，同

比减少10.45%；粗钢888.13万吨，同比减少6.48% ；热轧板1189.99万吨，同比增长5.57%；冷轧板544.2万吨，同比增长26.06%；

特钢材72.4万吨，同比增长5.92%。 

回顾一年来的生产经营历程，我们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坚持向市场和生产要效益，充分发挥销售工作的引领作用，以保证合同按期交付为核心，实现生产经济运行，推进

产品结构调整和效益最大化。 

二、坚持向技术和装备要效益，构建高效技术创新体系，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完善设备功能，推进新建项目达产达效，

提升公司自主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坚持向费用和节能要效益，全方位降成本，开展费用清理和能耗攻关，实施经济配料和经济采购，降低库存和物流

成本，加强各项基础管理。 

四、坚持向安全和环保要效益，完善管理制度和责任制，深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保管理责任体系，创建绿色安

全的生产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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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向改革和管理要效益，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升经济运营质量，坚持深化改革，坚持规范运作，坚持管

理改善。 

    六、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群团组织工作优势，凝聚职工力量，推

进公司和谐健康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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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从母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本钢宝锦（沈阳）汽车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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