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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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志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傅炼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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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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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981,167.04 17,975,358,625.69 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3,944,643.22 307,563,651.59 3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38,917,135.59 339,807,355.01 352.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3,541,574.62 911,752,864.91 62.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87 0.1020 398.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87 0.1020 39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1% 4.81% 提升 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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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94,193,722.47 74,929,816,655.53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74,922,540.47 10,347,894,264.67 14.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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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2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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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0,570.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8,218,329.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2,638.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9,09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93,973.48  

合计 -4,972,492.37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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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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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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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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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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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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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0.32% 1,819,087,738 0 质押 1,806,560,8751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7.27% 219,328,685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14,659,600 0   

胡中祥 境内自然人 0.39% 11,841,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信比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1,616,200 0   

江阴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5% 10,477,112 0   

张艳 境内自然人 0.26% 7,900,000 0   

丁海青 境内自然人 0.26% 7,877,410 0   

王远 境内自然人 0.21% 6,321,400 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0% 6,114,3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6,06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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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向控股股东华菱集团了解，为贯彻国家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战略部署，浦发银行、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菱集团共同开展降杠杆项目，

通过成立基金募集资金 125 亿元，专项用于对华菱集团进行权益性投资，降低华菱集团杠杆率。作为该项目增信措施，华菱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1,806,560,875 股质押给浦发银行。详见公司 2017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份被质押的公告（编号：2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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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19,087,738 人民币普通股 1,819,087,738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

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219,328,685 人民币普通股 219,328,68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65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59,600 

胡中祥 11,8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41,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比较优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16,200 

江阴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10,477,112 人民币普通股 10,477,112 

张艳 7,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0,000 

丁海青 7,877,410 人民币普通股 7,877,410 

王远 6,321,400 人民币普通股 6,321,40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4,3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6,0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菱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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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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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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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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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和钢铁行业运行保持基本稳定，尽管钢材价格环比回调，但是钢铁行业仍维持了较好的盈利

水平；同时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和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降本增效和品种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效果，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4 亿元，同比大幅提升 398.74%。公司在 2 月份和 3 月份一座 2200m3 高炉大修的情况下，

仍实现了产量同比增长，粗钢和钢材产量同比分别上涨 14%、9%；核心子公司华菱湘钢和华菱涟钢盈利水平同比大幅增长，

华菱钢管同比扭亏为盈且环比增长。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如下： 

（1）经营结果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增减率 变动幅度较大原因 

税金及附加 202,341,085.28 117,238,909.99 72.59% 主要由于一季度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增值税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 545,317,076.52 359,673,743.01 51.61% 主要是由于一季度涟钢高炉大修等维修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999,411.00 -212,000.00 由负转正 主要是由于一季度财务公司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 

投资收益 19,613,387.87 1,558,157.22 1158.76% 
主要是由于一季度衍生品和财务公司投资债券取得的收

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53,761.60 33,067,665.28 -98.33% 

根据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

15 号），一季度政府补助在其他收益科目中列示 

所得税费用 18,374,992.55 4,160,176.88 341.69% 主要是由于一季度子公司计提所得税同比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3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变动幅度较大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066,312,910.00 761,528,364.77 40.02% 主要是由于财务公司增加买入债券所致 

预付账款 1,392,161,715.48 1,016,259,877.68 36.99% 
主要是由于原燃料采购量和采购价格上涨导致预付款

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9,171,382.95 43,352,304.76 -55.78% 主要是由于财务公司收到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08,017,388.23 139,761,408.48 120.39% 主要是由于保证金增加所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599,731,000.00 -100.00% 主要是由于期末债券逆回购业务全部到期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379,001.25 2,357,404.27 340.27% 
主要是由于汽车板公司增加预付钢材产品先进技术与

解决方案中心(ATS)二期项目备料款所致 

拆入资金 200,000,000.00 0.00 -  主要是由于财务公司补充其流动资金所致 

应交税费 380,151,190.87 610,917,519.89 -37.77% 主要是由于当期支付增值税税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39,418,070.53 85,705,334.13 62.67% 主要是由于计提了对华菱集团长期应付款利息所致 

长期借款 5,068,000,000.00 3,324,000,000.00 52.47% 主要是由于增加进出口银行 2 年期贷款所致 

 

（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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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3 月 增减率 变动幅度较大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3,541,574.62 911,752,864.91 62.71% 

主要是由于钢价上涨及销量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增加额大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额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49,967,147.54 -52,450,886.58 -2664.43% 

主要是由于支付涟钢高炉大修等项目款同比增加、向

华菱集团及其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同比增加、理财投

资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华菱集团避免与上市公司潜在同业竞争相关安排的议案》，为避免阳钢与上市公司存在潜在同业竞争关系，华菱

集团出具承诺如下：“自华菱集团间接取得阳钢控股权之日起 5 年内，将采取下述方式解决潜在同业竞争：在阳钢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统称“注入条件”）后的 6 个月内依法启动将阳钢股权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相关程序。 

1、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50,000 万元；2、其资产或股权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障

碍；3、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证券监管许可以及市场条件允许。 

在华菱集团间接取得阳钢控股权之日起 5 年内，如阳钢确实无法满足注入条件的情形下，本公司将对阳钢采取放弃控制

权、出售、关停、清算注销或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解决潜在同业竞争……” 

2018 年 3 月 2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阳钢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 256

号），2017 年全年阳钢实现净利润 6.05 亿元。目前公司正在就阳钢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进行研究和论证，公司

将根据有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7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11-23/1204161381.PDF 

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017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11-23/1204161380.PDF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7 年 12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12-09/12042070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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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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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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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债券 98008 09 华菱债 259,050,000 6,900,000 90.20% 6,900,000 65.56% 685,754,430 29,602,843.1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子公司投

资 

债券 1380137 
13 武地产

债 
50,000,000 250,000 3.27% 125,000 1.19% 12,598,300 356,913.7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子公司投

资 

债券 1480582 14 海控债 50,000,000 500,000 6.54% 500,000 4.75% 50,184,550 1,037,775.3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子公司投

资 

债券 101580013 
15 华菱债

MTN001 
298,264,200 0 0.00% 3,000,000 28.50% 299,530,500 1,917,258.9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子公司投

资 

合计 657,314,200 7,650,000 -- 10,525,000 -- 1,048,067,780 32,914,791.0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08 年 04 月 29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说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确认财务公司经营业务范围的议案》，详见公司 2008

年 4 月 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08-43）》。基金投资和购买债券

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 

公司 2018 年一季度的证券投资未达到《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1.4 条所规定的董事会审批权限，因此公司

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但财务公司内部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资

类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公允价

值变动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华菱涟钢 子公司 否 螺纹钢期货 0 

2018 年

01月 01

日 

2018 年

03月31

日 

1,343.87 16,078.23 14,324.68 -1,912.63 1,184.79 0.10% 447.96 

华菱湘钢 子公司 否 铁矿石期货 654.06 

2018 年

01月 01

日 

2018 年

03月31

日 

354 6,602.65 6,756.35 -200.3 0 0.00% 130.87 

华菱钢铁 母公司 否 铁矿石期货 1,797 

2018 年

01月 01

日 

2018 年

03月31

日 

0 769.87 0 -392.95 376.92 0.03% -24.25 

华菱香港 子公司 否 铁矿石掉期 1,657.04 2018 年 2018 年 162.93 0 80.15 -82.78 0 0.00% 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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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 01

日 

03月31

日 

华菱衡钢 子公司 否 

螺纹钢、铁

矿石、冶金

焦炭期货 

 

2018 年

01月 01

日 

2018 年

03月31

日 

129 528.5 466.7 72 262.8 0.02% 53.57 

合计 4,108.1 -- -- 1,989.8 23,979.25 21,627.88 -2,516.66 1,824.51 0.15% 694.8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09 年 08 月 27 日、2013 年 04 月 27 日、2014 年 08 月 08 日、2018 年 4 月 28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

风险等） 

公司开展钢材期货套期保值选择上海期货交易所，铁矿石期货交易选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铁

矿石掉期交易选择在新加坡交易所，同时选择运作规范、市场信誉良好的期货经纪机构公司；

公司已制订了《钢材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和《铁矿石套期保值业务管理与

内部控制制度》，对交易权限和审批流程作了详细规定；公司针对钢材套期保值、铁矿石期货和

铁矿石掉期建立了一些风险控制措施，防范人为操作风险，如加强套期保值交易监管，执行每

日报告制度，采取止损限额措施等；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

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

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

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末，公司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公允价值的变动并不重大。公司持有螺纹钢期货期末公

允价值以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的期末钢材期货结算价计算。公司持有的铁矿石期货公允价值以

大连商品交易所公布的期末铁矿石期货结算价确定。公司持有的铁矿石掉期公允价值以新加坡

交易所公布的期末铁矿石掉期结算价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原则一致。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6 号-衍生品投资》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对本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1、通过开展钢材、铁

矿石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产品和原料价格剧烈波动风险，控制经营风险，改善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2、公司所采取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套期保值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了公司相关的管理制度，做好交易

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1-08/1204311911.PDF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1-08/12043119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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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1-11/1204324392.PDF 

2018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1-16/1204335779.PDF 

2018 年 02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3-05/1204451627.PDF 

2018 年 03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3-05/1204451628.PDF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3-16/1204484625.PDF 

2018 年 03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8-03-29/1204542445.PDF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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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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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志强 

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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