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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公司拟采用现金方式向三钢集团收购罗源闽光 100%的股

权，该事项目前的进展？2018 年罗源闽光的盈利情况如何（2017

年净利润 9.2 亿元）？交易对价如何确定？公司考虑现金收购方

式的原因？

回复：（1）进展情况：一是 2019 年的 1月 15 日已召开董事

会审议该收购事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二是正按国有资产交易管

理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三是控股股东正在积极解决遗留的

合规性问题。何时能够完成收购，现在还无法确定。



（2）罗源闽光位于罗源湾金港工业开发区，处于沿海的工业

基地范围内，港口条件很好，具备物流优势。同时该区域的规划

是千万吨冶金基地的定位，公司需要通过罗源闽光的布局尽早抢

占这一区位。该基地靠近福州和宁德，长乐、福清等都是国家百

强县，具备建筑材、工业制品、型材等较强的市场消化能力。盈

利情况：2018 年罗源闽光实现净利润 10.93 亿元（未经审计），

2017 年为 9.18 亿。

（3）转让方案：本次股权转让方案为三钢集团将持有的罗源

闽光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三钢闽光，三钢闽光通过现金方式支付

对价。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以经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

础。

（4）现金收购原因：一是重组效率高，时间短。二是发展需

要，沿海具备物流优势，可以克服两头在外的问题。三是公司具

备充裕的资金支付能力。

2.根据《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千亿企业集团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公司的产能置换

项目总成本约在 73 亿元，其中（1）漳州闽光钢铁公司产能置换

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实施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控制及产品质量控

制升级改造项目，通过适当方式取得电炉炼钢产能，配套填平补

齐项目，形成年产 80 万吨优质合金带钢的能力，力争至 2022 年

实现产值 30 亿元以上。（2）罗源闽光钢铁公司产能置换项目。

总投资 60 亿元，通过产能置换的方式，建设 1 座 1250 立方米高

炉、1 座 1280 立方米高炉和 1 台 120 吨转炉，力争至 2022 年实

现产值 200 亿元以上。（3）泉州闽光钢铁公司产能置换项目。

总投资 10 亿元，通过产能置换的方式，建设 1 座 1250 立方米高

炉和 1 座 1200 立方米高炉，力争至 2022 年实现产值 150 亿元以

上。想请问一下公司的资本支出计划？三个项目目前的进展？预

计何时可以达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如何？



回复：一、这是三明市政府有意将三钢闽光的控股股东三钢集

团打造成千亿企业的培育方案，是一个政企结合的战略规划，不

是近期投资计划。二、罗源闽光是三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项目

规划实施由三钢集团负责，规划考虑了罗源闽光未来如何与三钢

闽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的问题。

漳州闽光：目前没有产能置换项目。能否按照短流程模式配套

取决于公司能不能进一步取得炼钢产能指标，当地政府是否支持，

国家产业政策变化，省内行业环境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情况等诸多

因素，当前无法确定。漳州闽光改造情况：复产技改工程于 2018

年 2 月份开始启动，改造投入约 8000 万元。试生产情况，2018

年 12 月 8 日点火开始调试，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共生产 21803 吨，

4月 9日开始由两班作业改为三班运转。效益情况：调试阶段产

量较低，成本分摊较高，暂无利润。原料情况：坯料目前由三钢

闽光和罗源闽光供坯，暂无外购坯。生产计划：设计年产量为 80

万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实现达产，2019 年计划年产量 45 万吨。

目标定位：花园式工厂、智慧工厂。

泉州闽光产能置换项目：目前高炉及铁前项目备案工作已经完

成，烧结及料场改造的招标书计划下个月发出。计划在 2022 年完

成冶炼系统改造，力争 2023 年全面达产。

待新项目建成投产之后，现有的冶炼设施才会按国家规定进行

拆除。新项目建成前，冶炼装备能力变化不大，实际产量变化不

大，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构成直接影响。

3. 公司 2019 年将继续优化产业布局，积极推进与福建亿鑫

钢铁有限公司合作，公司目前与亿鑫钢铁合作进展？新建产能需

要多大规模的投资？预计何时达产？

回复：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与福建亿鑫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亿鑫钢铁）在福建福州罗源县签订了《关于钢铁产能合作

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双方决定在钢铁产能



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利用各自所拥有的钢铁产能指标，通过资源

和资本的强强联合，设立合资公司。目前，公司与亿鑫钢铁的产

能合作一直在商洽，有一个前提就是新疆产能的资产过户需要完

成，4月 12 日是新疆工信厅对产能转让的公示截止日，之后是当

地政府的公告，公告期结束即意味着该笔产能归属三钢闽光。新

建产能的项目定位、投资总额、资金来源等也属于双方商谈的重

要内容，新建产能的投资规模取决于项目定位，项目资金将部分

来源于外部融资，不会是全部采用双方的自有资金。现在就说达

产还为时过早。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积极推进合作项目实施。

4.在福建省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钢铁生产企业大约有 25家，

总产能约为 3000 万吨，三钢闽光是其中唯一一家年设计产能达

到 500 万吨以上钢厂，产能在 200 至 300 万吨的仅有 2家（三安

钢铁是其中一家），另有 50%左右的钢厂年设计产能不足 100 万

吨，高炉的大型化发展渐成趋势，公司了解其他小钢厂目前的想

法吗？未来福建省内的钢铁企业将如何发展？公司有无扩张规

模的想法？

回复：福建省内有一定规模的钢企是不是 25 家？对此我们还

不确定，这其中应该还包括了生产不锈钢的企业以及未配套冶炼

系统的独立轧钢生产企业。现在钢铁行业盈利很好，单纯的股权

或资产收购成本较高，不是好时机，民企脱手的愿望也不强烈。

公司与亿鑫的合作是一种模式的创新，即产能的合作，双方共同

出资设立新公司，站在一个新起点从头做起，共同发展壮大，可

以注入的固定资产仍按资产基础法评估，没有较大的资产价值评

估分歧。

公司始终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工业十三五规划、环

境保护等宏观政策等对福建省钢铁工业的影响。福建省总体是产



能输入地，对此公司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是苦练内功，做好自

己，要继续将精细化管理和成本控制的看家本领练好，另一方面

是要择机做好区域产业整合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区域产业集中度，

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5、公司目前的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情况？以及未来的

供给格局？公司 2019 年的生产检修计划？

回复：公司 2018 年铁、钢、材产量公开信息上都有。2019

年我们计划会略有一些增量，2019 年计划生产转炉钢 1001 万吨、

生铁 867 万吨、入炉烧结矿 1074 万吨、焦炭 78 万吨、钢材 1017

万吨。

高炉检修的时间点及时长会对全年产量造成一定影响。在公

司本部的 8#高炉护炉、泉州闽光年度检修的情况下，公司本部的

铁、钢和中板月产量均创造历史最好水平，实现了一季度生产、

效益开门红。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年初公司已制订计划，会

根据 7#、8#高炉炉况的变化择机安排检修，初步计划公司的 8#

高炉在 5月 28 日安排炉缸修复，检修安排预计 22 天，外加 7 天

产量修复期，约影响铁产量 3.5 万吨；公司会密切跟踪 7#高炉的

情况，作好检修准备，目前尚未明确检修时间。高炉检修期间，

其他生产单位将根据情况安排搭车检修。

6.公司的销售方式何如？下游需求怎样？未来怎么看需

求？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需求感受何如？福建省 2019 年的需

求预期？

回复：公司的销售方式主要采取代理商制度。公司采用每半

年一订量，10 天一定价方式，我们实行款到发货模式。今年 1-2

季度的钢材市场需求，感觉市场启动偏慢，下游开工较迟、加上

近期的雨季，都影响了工地的开工，进入 3 月中旬市场才逐步恢

复正常。未来福建的钢材需求还比较乐观，因为福建省近年的发



展在全国排名基本在前 10 以内，基建项目较多，钢铁的总体需求

稳定，社会库存情况与去年相比持平，需求也相差不多，作为南

方钢厂，钢材的需求旺季一般在下半年，总体感觉 2019 年福建钢

材市场情况应该良好。

7. 公司目前铁矿石采购结构如何？外购从国外进口的比例

有多少？外购铁矿石的库存周期有多长？铁矿石在公司铁水生

产成本中的占比是多少？公司焦煤采购主要来自于哪里？自炼

焦的比例是多少？焦炭的库存周期有多长？焦煤焦炭采购的定

价方式是怎样？公司原料中还有少量的废钢，废钢这块的采购量

一般有多少？废钢添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近期废钢的价格有

所上涨，在废钢的使用上是如何调整的？

回复：目前公司铁矿石采购主要为进口矿和国产铁精矿，均为

外购，其中进口矿占比约 80%，这个比例是相对变动的，主要与

吨钢利润状况、进口矿与国产矿价差等相关。

铁矿石库存周期通常为 25 天。铁水成本中铁矿石占比约 58%。

公司焦煤采购主要来自于河南平煤集团、安徽淮南、淮北矿务

局以及山东地区。

自炼焦的比例约 25%，目前公司只有本部能年产焦炭约 80 万

吨左右。焦炭的库存周期通常为 10-15 天。焦煤定价方面:大矿务

局季度定价,价格较平稳;其余部份根据市场及库存情况进行招投

标。焦炭定价方面:焦炭联合体实行月度定价,市场采购部份根据

市场行情变化及时调整。

2018 年公司采购废钢约 210 万吨（本部 141 万吨），预计 2019

年废钢采购量 245 万吨（本部预计 170 万吨）。目前本部月采购

量 14 万吨，泉州闽光 5万吨。

炼钢吨钢铁水耗约 840kg，高炉少量添加废钢，约 30kg/t。

近期废钢的价格确实有所上涨，但钢材价格也在上涨，公司一

般在高炉环节加部份废钢，其他的主要在转炉环节添加，公司在



废钢的添加工艺方面较稳定。

8.营收与利润：根据公司 2018 年年报，2019 年计划实现营

业收入382.70亿元、较2018年实际营业收入增5.58%，利润55.57

亿元（2018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65.07 亿元、净利润 65.17 亿元），

公司对 2019 年的生产经营活动判断如何？

回复：去年 7月和 10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并制定了相应了措施，

截至 3月底，中美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经

济是有信心的。

作为基建、房地产、工业品等的基础材料，我们对钢铁行业未

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也是有信心的。

作为行业内成本控制领先的企业，公司同时具有较好的区位优

势，我们对 2019 年的盈利也是有信心的。

但是，正如敬业集团李赶坡董事长所言，效益好了，危机也来

了，危机来源于连续三年的产量增加并创历史新高，产量增加有

技术、政策、管理等方面原因。需求增长将小于产量增长，主要

有对外投资建钢厂、GDP 增速下降、城镇化降速、工业品材提质

减量、汽车及家电消费下降、土地流拍比例增加等方面原因。所

以，我们计划 2019 年实现 382 亿的营收，55 亿的利润（归母净

利润 41.6 亿元），虽然仍是历史最好的两三个年份之一，但效益

比 2018 年会有所下降。上述数据不是年度盈利预测，还受原料价

格、钢材价格、产量波动等因素影响，还是不确定的。

9.根据公司 2018 年年报，2019 年计划产铁 867 万吨（其

中三明本部 615 万吨、泉州闽光 252 万吨），较 2018 年实际产

量增 4.76%，计划产钢 1001 万吨（其中三明本部 715 万吨、泉州

闽光 286 万吨）、较 2018 年实际产量增 3.68%，计划产钢材 1017

万吨（其中三明本部 662 万吨、泉州闽光 310 万吨、漳州闽光 45



万吨）、较 2018 年实际产量增 6.02%，公司如何实现增产？

回复：公司在保证检修的情况下，能实现增产，主要依赖于

以下几个方面：1.制订周密的检修计划，做好检修过程管理，最

大程度减少对于产量的影响；2.废钢的使用量、使用水平不断提

高，2018 年同期吨钢铁水耗约 865 公斤，而目前基本稳定在 840

公斤；3.轧钢系统降低设备故障率，提高生产作用率；4、加强内

部调控，强化生产基地间的协同配合，合理组织生产计划，通过

品种规格计划的优化提升产量；另外高炉检修前的护炉作业会影

响日产量，检修之后，设备性能全面恢复，对于高炉安全和稳定

全年铁产量是必要的，有利的。

10.基建技改计划：根据公司 2018 年年报，公司积极推进

受限产能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抓好本部球团、老焦炉改造及泉州

闽光烧结项目等的建设工作。据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和发展规

划，公司 2019 年基建技改计划投资 26.39 亿元。公司 2018 年的

基建技改投资是多少？主要是什么项目？2019 年的基建技改计

划投资是什么项目？公司的资本开支计划何如？降通过怎样的

方式融资？

回复：2018 年基建技改项目投资约 13.35 亿元，主要有焦炉

余热发电项目、漳州闽光产线改造项目、物联云商项目、球团项

目、维修及大件制作基地项目等 20 多个项目，部分项目仍需续建。

2019 年的计划投资 26.39 亿元。其中公司计划安排投资 19.7

亿元，主要用于续建和新建公司升级改造项目和环保项目，以及

其他固定资产投资66,929万元（单个项目投资3000万以下项目），

合计具体项目如下：

序号 单位及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至

2018
年底完

成投资

（万

元）

2019 年固

定资产投

资计划

（万元）

2019 年

财务预

算计划

（全面

预算）

（万元）



1 烧结球团工程 52,000 550 40,000 32,000

2
三钢闽光大数据中

心
38,000 11,400

1,400

3
热回收焦炉余热发

电工程
26,521 20,031 6,490

5,000

4 6#高炉大修改造 35,515 20,000 16,000

5
焦化厂焦炉升级改

造
120,000 800 5,000

5,000

6 厂区雨污分流项目 6,800 6,800 5,440

7
后山渣场挡土坝综

合治理
3,000 3,000

2,600

8
烧结北区料场封闭

升级改造工程
14,640 8,000

8,000

9
三钢闽光维修及大

件制作基地
7,766 2,693 5,073

4,000

10
二泵站新建高密度

沉淀池
3,160 2,500

2,000

11
动力厂 6#高炉配

套鼓风机组汽改电

项目

6,370 3,000
2,500

12 圆棒系统升级改造 19,314 14,500 13,000

13 一棒单线控轧改造 18,096 13,500 12,000

14
泉州闽光烧结改扩

建项目
52,150 15,000

13,000

15
泉州闽光料场扩容

升级改造项目
39,190 10,000

8,000

16
空压气集中智能化

供气改造工程
4,583 400 4,183

4,000

17
炼铁 5#高炉改造

性中修工程
21,081 15,000 6,081

5,000

18
烧结厂 220 烧结机

配合 6#高炉大修
7,709 4,130

3,000

19

一炼钢加料跨

（G-H）140t 铸造

起重机更新为 160t
铸造起重机

4,050 2,400 2,000

20
三钢闽光本部环保

超低排放
46,640 200 15,870

12,700

21
闽光零星固定资产

投资
70,158 66,929

52,000

23 已完工项目尾款 5,000



资本开支按照“统筹安排、量入为出、确保年内收支基本平衡”

的原则进行。公司当前资金充裕，资产负债率为 34.75%，相对较

低，目前主要的融资方式是向银行借款，未来也不排除其他较低

成本的融资方式。

11.2018 年 5 月 7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求<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要求烧结球团焙烧设备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排

放均值分别不高于 10、35 和 50mg/m³（上述限值仅为旧标准

GB28662-2012 的 25%、19%和 17%，为 GB28662-2012 修改单征求

意见稿的 50%、70%和 50%），强化无组织、有组织及运输排放控

制，公司目前的排放水平？及超净排放改造进度？

回复：公司高度关注超低排放意见稿公布实施方面的进展情

况，并在 2018 年 10 月份制定了公司超低排放的三年改造实施方

案，预计改造 123 个项目，计划投资 5亿元（不包含结合大型升

级改造项目配套环保设施建设的资金）。2019 年，公司安排了 60

多个项目的环保改造，计划投入金额 2亿元，方案在今年的 5-6

月全部完成，明年的改造方案也在准备中。

12. 福建产能置换将大致置入多少产能？未来福建区域

钢铁竞争格局如何？公司如何打算？

回复：关于福建省将因钢铁产能置换转移而转入多少产能的问

题，社会上传言较多，作为生产企业，我们不能确定。公司作为

规范的上市公司，前期已购买了新疆的 100 万吨铁、100 万吨钢

产能，正在办理资产过户；其他企业是否能够合规转入产能我们

无法确定和评价。外部产能的转入必然会加剧区域钢铁市场的竞

争局面。公司始终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工业十三五规划、

环境保护等宏观政策等对福建省钢铁工业的影响。福建省总体是

合 计 596,743 39,674 263,856 213,640



产能输入地，对此公司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是苦练内功，做好

自己，要继续将精细化管理和成本控制的看家本领练好，另一方

面是要择机做好区域产业整合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区域产业集中

度，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13.2019 年和 2020 年的电炉产能增量？及长、短流程未来发

展的趋势？

回复：公司是钢铁长流程生产企业，2019 年和 2020 年全国范

围的电炉产能增量数据我们不掌握，福建省内的电炉钢增量情况

目前还没有公开数据。

从全世界看，电炉钢的占比是不断提高的，美国的电炉钢超

过了一半，但日本的比例相对较小，这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判断，

涉及废钢资源、电力的价格，从目前看，中国短期内不具备快速

发展电炉钢的优势，与高炉钢相比没有成本优势，估计中国的电

炉钢要达到日本的电炉钢水平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若中国的电价

若能降到现在的电费的三分之一，电炉钢会迎来比较好的发展。

钢铁原材料的革命性的变革现在还没有看到。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19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