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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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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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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柳钢股份 60100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裴侃 邓旋 

电话 （0772）2595971 （0772）2595971 

办公地址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电子信箱 liscl@163.com liscl@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4,454,626,271.07 23,073,917,245.23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961,628,800.56 7,199,197,932.14 10.5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6,084,572.71 1,983,553,707.52 -92.64 



营业收入 22,583,288,487.07 19,094,778,928.36 1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0,573,358.16 395,609,973.68 41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29,489,542.63 387,152,851.86 42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71 8.19 增加19.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962 0.1544 415.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962 0.1544 415.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9,2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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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82.51 2,114,433,135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7 17,133,055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蓝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1 7,999,901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30 7,653,920 0 无   

蔡伟民 境内自

然人 

0.29 7,306,068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3 5,865,143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0.19 4,900,479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裕富沪深 3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9 4,768,400 0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未知 0.16 4,034,760 0 无   



司－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5 3,773,553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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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1 年 柳

州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11 柳钢债 122075 2011.6.1 2019.6.1 42,554.2 5.7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7.44   68.8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82   11.1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钢铁行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地条钢”基本得

以全面取缔，钢企效益显著好转，行业运行稳中趋好。柳钢抢抓市场有利行情，围绕“调结构、



拓市场、促改革、强管理、抓廉政”的总体工作思路，紧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全方位深化

内部改革，全系统协同高效运转，公司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且呈现出诸多亮点。 

1.聚焦系统协同，生产经营实现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系统协同，从过去的工序协同推广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有效地

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同时，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及时调整轧钢生产，提高合同完成率。上

半年 96.5%的订单实现按期交付，同比提升 3 个百分点。深入开展设备管理攻关，有效控制设备

故障停机时间。冶炼系统围绕铁钢平衡、铁焦平衡、铁烧平衡，统筹优化生产组织。优化采购及

配煤、配矿工作，满足高炉用料需求。开展效能提升攻关、缩短冶炼周期攻关，进一步释放生产

能力。轧材系统继续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根据排产计划灵活组织生产,报告期内，公司钢坯资源

倾向效益较好的棒线型材厂和中板厂。 

2.聚焦降本提质，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采购方面，大宗原燃料采取小批量和指数定价为主的采购策略；生铁、废钢根据市场变化与

生产需求灵活调整采购策略，最大限度控制采购成本。     

生产方面，各生产单位积极开展内部挖潜降耗，进一步降低工序成本。     

工艺优化方面，深入开展铁烧攻关、转炉攻关、轧钢攻关等，实现工艺创新降成本。     

设备管理方面，科学策划设备运行管理指标，大力开展备件修旧利废、盘活超三年积压老旧

备件及降库存攻关工作。     

财务降成本方面，关注汇率变化，强化资金运作，综合降低资金成本。     

成本做减法，质量则做加法。通过优化检验规程，严把进厂物资的源头质量关。加强各工序

的质量管控力度，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不断深入推进品牌建设，建筑钢筋获国家质检总

局核发新证书；完成英、德、挪威三国船级社工厂认可换证审核。 

3.聚焦改革创新，精益管理成效更加显著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公司全员竞聘上岗制度。创新干部选用模式，中层干部全员

“双向选择、竞聘上岗”。推进职位管理体制建设，完善岗位族、岗位类以及岗位分级管理。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探索人力资源优化专项激励。     

实施人才分类培养。持续优化员工晋升发展通道，形成层次分明、多向互通的人才晋升发展

机制。推行岗位等级培训标准，增强培训效果。利用“博士后工作站”“人才小高地”等平台，强

化高端人才培养。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构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公

司级技能专家工作室等三级梯队培养模式。     

创新融资模式。获取更多中长期债务融资资金，努力优化债务结构。以贸易项下国内、国际

信用证及结构性存款等产品为托盘，争取银行中长期贷款投放业务。     

优化考核模式。结合公司 2018年策划会目标，突出系统协同创效，对采购部、焦化厂、烧结

厂及炼铁厂继续实行一体化考核，使铁和铁前高效协同。加大轧材系统成本指标奖励，促进降成

本工作有效开展。结合市场有利行情，继续维持钢坯产量上台阶和采购降成本的激励政策。 

4.聚焦风险防控，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强化审计问题整改。以风险为导向，重点开展公司生产经营迫切需要、急需堵塞漏洞、风险

程度较高的审计项目，使审计重心由经济责任审计向专项审计转移，增强审计监督的系统性和时

效性。     

强化合同监督。推广合同管理亮点，每月通报存在问题并要求整改反馈，不断规范合同管理。

坚持审核固化合同模板，开展经济合同审查，因合同订立而产生的纠纷为“零”。     

强化法律风险管理。展专职、专业的法律服务，形成法律服务与生产经营无缝对接。设立合

同风控员，强化合同风险管控，提高企业依法治企管理水平。     

持续完善“黑名单”管理制度，遏制失信企业不良行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5.聚焦节能环保，生产与生态愈发相得益彰     



加强环境治理。上半年实现环境污染事故为“零”，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工业水循环利用率

98.21%，均完成策划目标。完成焦化一煤场棚化工程、焦化废水生化系统扩容改造、烧结脱硫烟

气深度净化工程建设。有效处置固体废弃物，规范辐射源和射线管理。     

加强能源管理及余热余能回收。开展发电、钢坯热送热装、降低轧钢加热炉煤气消耗、节水

等系列节能降耗攻关。加强能源浪费、煤气运行检查。推进加热炉黑体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 

6.聚焦共建共享，职工获得感日益增强     

推进企业文化繁荣，丰富职工业余生活。以建厂 60周年为契机，全面实施企业文化项目建设。    

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创建自治区级文明单位。完成柳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园建设。开

展学雷锋系列主题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活动，成立柳钢青年志愿者社会实践教育基地，一些单位长

期资助贫困村小学和贫困学生，企业文明之花灿然绽放。 

保障职工福利，增进职工生活福祉。坚持企业重大决策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提交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继续开展“送清凉、送健康”活动，严格执行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坚

持开展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等。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陈有升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8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