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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9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2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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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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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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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卜海 梁柯英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电话 (0311)66770709 (0311)66770709 

电子信箱 hbgtgf@hebgtjt.com hbgtgf@hebgtj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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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76,316,112.95 54,459,940,529.52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2,010,712.24 1,250,802,208.72 4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90,367,425.05 1,252,937,037.57 4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38,374,328.55 5,825,105,022.82 -2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20 0.118 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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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20 0.118 4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1% 2.7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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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11,803,797.48 190,147,934,148.97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596,061,403.62 45,826,911,512.15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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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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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73% 4,218,763,010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5% 1,853,409,753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7% 432,063,70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11% 224,314,701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91,970,260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30,459,000  质押 9,538,000 

耿建明 境内自然人 0.21% 22,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20,076,407    

李国连 境内自然人 0.18% 19,267,887    

赵嘉林 境内自然人 0.18% 19,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和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公司系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同受河钢集团有限公

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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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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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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河钢 01 112419 2019 年 07 月 28 日 79,798.2 3.80%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 河钢 02 112425 2019 年 08 月 08 日 200,000 3.56% 

2018 年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18 河钢 G1 111071 2023 年 03 月 26 日 70,000 5.42%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河钢 Y1 112667 2021 年 04 月 03 日 300,000 5.96%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 

18 河钢 Y2 112735 2021 年 07 月 24 日 500,000 5.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3.79% 74.93% -1.1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66 3.77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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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和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持续聚焦“市场”和“产

品”，加快构建全面对接市场、优质服务客户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客户结构优化、产品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克

服“去产能”和限停产的不利影响，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2018年上半年，公司产生铁1193万吨，粗钢1222万吨，钢材1169万吨，受环保限产的影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87%、

7.97%和10.69%；产钒渣5.49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28.45%。实现营业收入561.76亿元，营业利润26.79亿元，利润总额27.1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8.22亿元。 

公司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实施精益稳定生产，克服环保限停产影响，持续保持较好的盈利水平 

上半年，公司不断优化限停产新常态下的生产组织模式，以提高废钢使用比例、增加高端品种钢比例、提升产品综合

售价等举措对冲限停产的不利影响，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通过强化资源配资、严格费用控制、加强内部对标分析、狠抓

工序成本等多种精细管理手段，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强化重点战略资源掌控，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全力降低采购成本。整合

公司内部物流体系，深挖物流降本空间。以负差轧制和提高成材率为抓手，加快将装备、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和效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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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产品定价机制和价格备案制度，建立售价提升激励机制，产品综合售价进一步提升，与目标企业的差距逐步缩小。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户结构优化和品种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 

突破传统“买卖关系”的局限性，与客户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共享平台”，不断打造适应公司发展的战略客户集群，客户

结构持续优化。提高直供直销比例，国内销售一对一直供比例达到55.2%。 

坚持以客户结构高端化倒逼产品结构升级调整。嵌入下游高端用钢企业工序链条，与北汽集团、国能汽车等重点客户

开展全面深度战略合作，推动产品结构加快升级调整。汽车板、家电板产量同比提升。HQT60C高强钢成功供货戴姆勒，用

于奔驰300商用车桥壳。“燕山牌”600Mpa级高强抗震钢筋直供国内最大地下空间项目。 

（三）强化资金管控，有效控制各类运营风险。 

坚持“控总量、调结构、降成本、防风险”的管控原则，进一步完善信息化资金集中管控手段，规范资金收支业务，严

肃各项财务结算纪律；拓展融资渠道，丰富融资手段和融资架构，不断优化负债结构，成功发行80亿元永续债，降低了资产

负债率；主动对接金融机构，保持银企沟通畅通，积极应对金融机构政策变化，确保资金链安全。 

（四）管理创新有序推进，在转换经营机制上释放新动能 

聚焦市场和产品，突出效率和效益，以管理流程、人力资源优化和改革分配制度为重点，深入推进“以产线为独立市场

单元的组织结构扁平化变革”，产线对接市场、对接客户的能力快速提升，企业优势资源和技术人才向“产线”和技术、营销

一线聚集。 

（五）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载体，加大安全生产

培训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保持了长周期安全稳定的生产经营局面。 

巩固绿色发展优势，加快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和应用，推进重点节能减排和资源能源高效利用项目建设，

提升绿色发展综合实力。深化能源对标考核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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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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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