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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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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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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合并口径为 1,092,667,119.74 元，加上 2017年未分配利润-4,907,865,963.44 元，本年可供

投资者分配利润为-3,815,198,843.70 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 2018年度盈利用

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因此董事会拟定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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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钢宏兴 60030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兴禄（代） 孙延锋 

办公地址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 

电话 0937-6715370 0937-6719802 

电子信箱 irjg@jiugang.com irjg@jiug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目前公司具备了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炼钢、热轧、冷轧以及不锈钢生产为一

体的现代化生产工艺流程，并有完备的动力能源系统、销售物流系统等配套资源的完整钢铁生产

一体化产业链条。公司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优质建材和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公司拥有碳钢、不锈

钢、金属复合板及钛材加工四大生产体系。主要产品涵盖线、棒、板、带四大系列，细分产品有

高速线材、棒材、中厚板材、热轧卷板、冷轧卷板、各类涂镀材卷板（镀锌、镀铝锌、锌铝镁）



及不锈钢板带材等。 

公司所有产品均已通过 ISO9001：2000 版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理化

检验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可。其中，A、B、D 级船板钢通过中国、英国、挪威、德国和日本五国

船级社认证，热轧带肋钢筋获得国家产品质量免检证书。焊条焊丝钢、压力容器钢、桥梁用钢、

管线钢、集装箱用钢、汽车结构钢、冷轧基料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广泛的声誉。不锈钢系统

拥有先进的不锈钢生产装备，是国内第三家拥有从炼钢、热轧到冷轧完整配套的全流程不锈钢生

产企业。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钢材销售主要通过各区域销售子公司开展与市场及终端用户的业务洽谈，获取产品订单，

签订销售合同后形成公司生产计划，按照“以销定产”的方式开展产品营销行为。采用“先款后

货”的预收款方式销售钢材，极大的降低了应收款项呆坏账风险。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利润

目标中心工作，及时调整产品细分结构，牢固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强化服务

创造效益的观念，深化营销模式创新，优化完善技术营销，不断拓展高端产品和新产品应用领域，

提升品牌效益和价值，以市场需求带动产线产能的发挥。通过合理布局产品流向，做大做强区域

市场，增加西北地区产品销售力度，实现了销售半径缩短、销售成本降低、资金周转率提高的目

标。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钢铁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地推进下，提前完成了“十三五”时期化解

1.5 亿吨过剩产能的目标任务，“蓝天保卫战”、环保督查、专项大检查等决策部署的有续开展，有

效防范了“地条钢”的死灰复燃和已化解产能的复产，严禁违规新增产能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

效得到了有效维护和巩固。得益于各项去产能政策的有效落实，钢铁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钢材

价格持续在相对高位运行，钢铁企业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 

国内经济增长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0.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国内投资稳定增

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8%；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好于年初预期；2018 年全国生铁、粗钢、钢材的产量分别为 7.71 亿吨、9.28 亿吨和 11.06

亿吨，同比增长分别为 3.0%、6.6%和 8.5%，粗钢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18 年国内粗钢表观消费

量 8.7 亿吨，同比增长 14.8%,其中国产自给率超过 98%，对改善了行业供需格局贡献积极。 

截止 2018 年末，受益于国家强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政策，钢铁行业提前两年完成了

化解过剩产能五年目标任务，彻底清除了“地条钢”，市场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市场秩序更加公



平有序，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但“地条钢”死灰复燃的苗头仍然需警惕，企业合规产能释放过快

的压力依然较大；原燃燃料涨价、环保运行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不断增加；部分企业节能环

保水平与超低排放要求以及社会期待还有一定差距，钢铁行业经营环境尚未根本性改善。 

（上述行业数据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工信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9,777,714,691.90 39,860,972,168.97 -0.21 37,833,802,153.44 

营业收入 45,431,114,804.26 40,987,348,813.52 10.84 35,093,851,05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92,667,119.74 421,160,883.20 159.44 82,421,64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8,466,605.64 529,157,067.01 81.13 1,196,50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535,867,971.55 9,597,050,288.67 9.78 9,156,247,27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74,204,684.29 2,032,672,458.27 75.84 4,346,817,59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45 0.0672 159.67 0.0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45 0.0672 159.67 0.0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77 4.50 

增加6.27个

百分点 
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813,691,100.16 13,227,874,770.73 13,170,870,074.27 9,218,678,859.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2,738,238.89 462,117,684.09 488,803,073.96 19,008,122.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7,353,833.60 413,804,084.18 488,925,958.09 -61,617,270.2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1,538,133.45 924,344,245.85 1,700,714,454.23 577,607,850.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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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8,7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3,0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3,431,600,950 54.79 

  质押 
1,70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757,100 34,027,000 0.54 

  未知 

  其他 

黄奕操 500,000 12,970,822 0.2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龙军 9,240,600 9,240,600 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凯 100,000 8,664,198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宋炳跃 0 8,636,300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立涛 8,587,200 8,587,200 0.1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志伟 0 8,000,000 0.1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芳霞 0 7,788,600 0.1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有贤 6,450,000 6,450,000 0.1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4.3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 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36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7户，详见公司年报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钢铁冶炼、钢材

生产及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