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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19-056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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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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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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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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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878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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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919,889,057.51 17,595,062,332.34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2,506,135.28 3,233,304,578.78 -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18,909,798.86 2,403,410,665.64 -1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85,087,081.41 2,236,840,486.33 -2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6 1.319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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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6 1.319 -32.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6% 22.17%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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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3,393,727.68 28,217,868,296.57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27,656,949.47 18,329,298,869.60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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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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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739,408 1,348,739,408   

福建三安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9% 97,825,608 97,825,608 质押 97,825,607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1.86% 45,575,085    

福建省高速公

路养护工程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41,937,283    

福建省安溪荣

德矿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36,617,862 36,617,862   

福建三钢（集

团）三明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 26,260,144 26,260,144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95% 23,254,15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宏利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5% 20,861,892    

鞍山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16,453,944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15,35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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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福建三钢（集

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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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安溪荣德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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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46%股权；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和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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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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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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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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坚持灵活经营方针，进一步深化精细管理，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在行业上游原燃材料快

速上涨，钢材价格总体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生产经营保持良好态势，上半年公司产钢511.26万吨，生铁

432.68万吨，钢材508.35万吨，焦炭40.45万吨，入炉烧结矿537.51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89.2亿元，利润

总额28.7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73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886元。2019年上半年，公司

生产、效益顺利实现双过半，工业增加值、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人均利润、销售利润率等指

标均居全行业前列。 

（一）2019年上半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党的建设持续加强 

认真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活动，部署实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持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建工作及主体责任检查“回头看”，深化“1+X”专项督查及巡视

整改。 

2.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成功受让山钢集团莱芜钢铁新疆有限公司钢铁产能指标，资产交割业已完成。漳州闽光顺利投产，各

项经济技术指标正稳步提升。物联云商电子交易平台已在三明本部、泉州、福州等三地顺利上线，智能仓

储、智慧物流、大数据及供应链金融等云商系统正日益完善，客户粘度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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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加强生产计划管理及控制，铁、钢、材产量刷新月产历史纪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保持同行业先进水

平。科学制定大宗原材料采购策略，着力降低采购成本，上半年公司进口矿综合采购价格低于普氏指数均

价5.65美元/吨。加强辅材备件采购控额管理，上半年吨钢备件辅材采购额比控额低3.59元/吨钢。强化市

场维护，上半年产销率达100%，“闽光”牌建材、普板市场均价分别高于“周边四地”(上海、杭州、南

昌、广州) 均价81元/吨、128元/吨，圆钢价格较杭州、广州市场均价分别高37元/吨、52元/吨。 

4.精细管理持续深化 

坚持开展管理创新活动，确定2019年重点管理创新项目10个、一般管理创新项目75个。持续深化全流

程降成本，上半年三明本部、泉州闽光分别实现吨钢同口径降成本17.78元/吨钢、4.44元/吨钢，合计降

本增效7147.49万元。 

5.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积极推进智能制造，成立智能制造项目部，收集智能制造项目74项，确定3年内实施完成项目22项，

2019年立项6项。持续推进技术攻关，立项技术开发项目7项、重点技术攻关项目23项。加强自主知识产权

管理，上半年申请专利24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获得授权专利8项。持续开展改善提案活动，上半年收到

提案申报数1425件，立项861件，预计增效5914.26万元；验收改善提案成果780件，实现年净效益3199.54

万元。强化产品创新，成功研发P20、50J、铁标HRB400E等钢种，完成NM400/NM450、60Si2Mn、耐蚀钢筋

等钢种技术条件和工艺标准制定。 

6.安环工作稳中有进 

持续强化安全管理，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细化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开展冶金安全标准化二级达标创建

工作。坚持推进“生态旅游新三钢建设”，稳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三年行动计划，7个项目开工建设，上

半年三明本部空气质量优良率100%，总口外排废水指标监测合格率100%，三钢闽光入选福建省首批绿色制

造工厂名单。 

（二）2019年下半年工作重点 

1.持续强化政治建设，推进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组织

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强化内部“1＋X”专项督查，确

保企业保持风清气正良好氛围。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好系列文化活动，着力讴歌新时代，汇聚起

建设新三钢的强大力量。 

2.强化风险管理，提升集团化管控能力。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粗钢产量同比增长较多，行业经营风险也在积聚。公司将加强对权属企业的管控，统一协调组织各子企业、

各生产基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坚持眼睛向内，强化精细管理，杜绝投机行为，有效规避风险。 

3.持续提升营运水平，加快项目建设。合理控制原燃材料和产成品库存，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营运效

率比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持续强化全流程降成本工作，全面对标挖潜降耗，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长期

竞争优势。加快推进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建成，尽快达产，创造效益。 

    4.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环保工作。安全环保工作是企业最重要的工作。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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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对相关人员的考核，加强外委队伍人员的安全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失职问责。公司将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和

《福建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积极推进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环保装备水平，持续

强化污染源治理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全面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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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根据财政部2019 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以下修订。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对

应“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分别对应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减：信用减

值损失”项目及“减：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位置放至“加：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之后，变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及“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现金流

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

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2、按照财会〔2019〕8号文的要求，公司

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3、按照财会〔2019〕9号的要

求，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本公司2019年8月8日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批准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

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

无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

第40号）以及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修订后的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的规定，公司将

原归集在“管理费用”、“营业成本”中的研发费用，调整至利润表中的

“研发费用”项目单独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

整。 

本公司2019年3月29日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批准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

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

无影响。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准则规定，

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

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需要调整

2019年初留存收益、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金额。公司原

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非交易性质的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将原计入未分配

利润的减值金额结转期初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2019年4月26日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批准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

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利润无影响。所有者权

益内部进行调整，期初未

配利润调增 

120,060,075.00 元，其他综

合收益调减120,060,0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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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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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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