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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于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常广申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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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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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87,784,369,086.76

185,989,924,182.05

0.96%

46,218,005,699.59

44,820,365,616.60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32,445,768,901.06

53.04%

86,905,709,430.58

47.02%

944,274,937.89

80.09%

2,195,077,146.61

135.18%

943,975,967.49

78.31%

2,196,913,005.07

137.04%

11,822,782,095.26

3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80.00%

0.207

13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80.00%

0.207

13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0.87%

4.81%

2.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8,160,609.1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债务重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9,525,612.94
144,822.31
-4,568,724.56
-764,724.62
-458,315.41
-1,835,858.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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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8,628

0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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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73%

4,218,663,010

0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45%

1,853,409,753

0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7%

432,063,701

0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91,970,26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其他

0.32%

33,999,956

0

其他

0.20%

21,186,668

0

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0.17%

18,509,700

0

其他

0.13%

14,038,817

0

其他

0.13%

13,812,950

0

境内自然人

0.12%

13,000,0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FH002 深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朱军利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218,663,010 人民币普通股

4,218,663,010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853,409,753 人民币普通股

1,853,409,753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32,063,701 人民币普通股

432,063,701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91,970,260 人民币普通股

91,970,26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33,999,956 人民币普通股

33,99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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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FH002 深

21,186,668 人民币普通股

21,186,668

18,50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9,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038,817 人民币普通股

14,038,817

中国农业银行-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12,950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950

朱军利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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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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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参与转融通业务导致股份减少 1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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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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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了50.34%，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大幅增加，使获取的应收票据增加；
（2）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了59.44%，主要原因是社保计提与缴纳时间差异所致；
（3）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了46.14%，主要原因是公司优化融资结构，增加了长期融资规模；
（4）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47.02%，主要原因是钢材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了48.61%，主要原因是原料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89.79%，主要原因是参股子公司的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35.18%，主要原因是钢材价格上升使公司的盈利空间较上年同期增加；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5.49%，主要原因是钢材价格上涨使产生的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支出；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29.72%，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减少了融资规模。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立即启动竞争性业务
与资产注入工作，把现有竞争性业务与资产在合
适的市场时机以合理价格及合法方式全部注入
存续公司。 具体安排为：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完成后一年内注入上市公司，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公司和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在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三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河钢集团

自相关承诺函出具之日起，除已有同业竞争情况
之外，河北钢铁集团及河北钢铁集团控制的企业

2010 年 01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

将不会主动实施任何行为或采取任何措施 （包
括但不限于设立子公司、合营、联营、协议等任
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取得与存续公司存在竞争
的业务或资产，从事对存续公司构成竞争的业
务。如果河北钢铁集团和河北钢铁集团控制的企
业获得与存续公司可能产生竞争的新的收购、开
发和投资等机会，河北钢铁集团将立即通知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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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优先提供给存续公司选择，并尽最大努力
促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存续公司的条件。
如未能按照以上安排将现有竞争性业务与资产
按时注入存续公司，河北钢铁集团将与存续公司
平等协商并履行各自内部审议程序后，签订协
议，通过委托管理经营、租赁经营等方式将未按
时注入存续公司的竞争性业务与资产交由存续
公司独立管理，直至河北钢铁集团将相关业务与
资产注入存续公司。
关于土地房产事项的承诺 : 1、河北省人民政府
已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批复河北钢铁集团为河北
省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按照国家及河北省土
地资产处置的相关政策规定，并参考近期河北省
其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相关经验，河北钢铁
集团拟在完善集团相关国有划拨土地确权手续
后，向河北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统一申请办理土
地授权经营。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出具了《关于河北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市公司涉及土地资产处
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冀国资字[2009]151 号），
对河北钢铁集团申请并加快办理土地授权经营
予以支持。河北钢铁集团将加快对包括邯钢集团
在内的集团现存土地权属情况统一清查， 并在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加快和河北省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的沟通，推进土地授权经营处置的审
批，完善相关国有划拨土地的租赁手续。2、河
北钢铁集团将督促并协助邯钢集团在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完成后两年内完善其租赁给邯郸钢铁

2010 年 01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

的全部土地权属；督促并协助存续公司在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两年内办理完毕承德钒钛未
办证土地的出让土地使用证；督促并协助存续公
司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两年内办理完毕
邯郸钢铁和承德钒钛未办证房产的房屋所有权
证。如存续公司办理土地和房屋权证存在资金不
足，河北钢铁集团及下属企业将在履行双方内部
审议程序后通过合法方式向存续公司提供必要
的资金支持，用于办理土地和房屋权证。3、在
土地和房屋以面积计算的权属完善率均达到
90%之前，河北钢铁集团及下属企业将不通过交
易系统向河北钢铁集团及下属企业以外的单位
和个人转让所持有的存续公司股份 （因经相关
政府部门批准的国有资产重组导致的转让除
外）。4、河北钢铁集团保证存续公司在权属完善
之前继续有效占有并使用土地和房屋，并且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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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增加使用成本或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如因
土地和房屋权证未能及时办理导致存续公司不
能继续使用或不能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土地和
房屋，河北钢铁集团承诺及时、全额补偿存续公
司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任何
民事、行政及刑事上的各种法律责任导致的全部
经济损失。
邯钢集团就邯宝公司土地房产事项作出承诺：
（1）邯钢集团将继续坚持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立场，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解决有关房地产
事项，保证河北钢铁和投资者利益不受到损害。
（2）邯钢集团承诺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继续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有关房地产事项，并保证邯宝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邯钢集团

公司在相关事项解决之前有效行使相关土地和
房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并且不会因此增加成本

时所作承诺

2010 年 06 月
27 日

长期

履行

或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
（3）本次公开发行完成
后，若邯宝公司因房地产有关事项而遭受任何损
失，邯钢集团承诺将赔偿邯宝公司因此而遭受的
一切经济损失，确保河北钢铁及其中小投资者不
会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害。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不适用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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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2017 年 07 月 28 日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http://irm.cninfo.com.cn/szse/index.html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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