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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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陆鹏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陆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纪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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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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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542,040,045.96 1,527,894,747.83 1,527,894,747.83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700,160.50 100,601,545.19 102,272,380.37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2,236,807.71 99,848,724.73 99,848,724.73 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8,298,043.23 -620,443,029.00 -621,697,00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6 0.1566 0.1592 -8.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6 0.1566 0.1592 -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 3.44% 3.49%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602,146,779.81 13,675,602,441.45 13,675,602,441.45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46,506,401.23 4,199,708,523.53 4,199,708,523.53 3.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因公司 2016 年 8 月底完成了收购衡阳中钢衡重工程有限公司 70%股权，该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故此表中上年

同期数系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相关规定进行追溯调整后的数据。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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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60.00  

债务重组损益 -740,818.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18.7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6,195.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7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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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36,64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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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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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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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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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1% 225,701,248 225,701,248 
质押 112,850,624 

冻结 11,140,631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8.75% 131,025,539 0 质押 65,512,770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7% 24,959,509 24,959,509 质押 1,997,574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2.20% 15,373,864 15,373,864   

中航证券－宁波银行－中航祥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53% 10,667,366 10,667,36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1.10% 7,688,29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0% 7,000,014 0   

杭州新域欣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6,988,120 6,988,1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75% 5,265,290 0   

张大龙 境内自然人 0.70% 4,88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131,025,539 人民币普通股 131,025,539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7,688,290 人民币普通股 7,6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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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000,014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1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265,290 人民币普通股 5,265,290 

张大龙 4,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03,487 人民币普通股 4,503,48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359,617 人民币普通股 4,359,617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52,333 人民币普通股 3,852,333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266,602 人民币普通股 3,266,60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3,099,858 人民币普通股 3,099,8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中航证券－宁波银行－中航祥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之

一陆鹏程担任中钢股份副总经理。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张大龙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880,000 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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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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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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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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36.16%，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海外项目执行顺利，工程款按期回款； 

2.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38.82%，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支付给海外项目的尚未结算的进度款项增加； 

3.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95.2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闲置资金理财到期后未继续理财及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减少； 

4.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97.4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导致期末未缴税款减少； 

5.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338.38%，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应付江西金融租赁款增加； 

6. 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99.8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下属公司中钢天澄长期融资金额增加； 

7. 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减少89.84%，主要是2016年5月营改增之后，本公司在本报告期不再缴纳营业税导致税金及附加减

少； 

8.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2,446.72%，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利息支出及金融机构手续费增加； 

9. 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88.90%，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银行理财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10.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报告期内净流入26,829.80万元，去年同期净流出62,169.71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工程项目回款

增加； 

11.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报告期内净流入3,360.07万元，去年同期净流出895.24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闲置资金理财到期

收回及支付前海股权母基金二次出资款； 

12.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本报告期内净流入19,432.12万元，去年同期净流入8,463.72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金融机构融资款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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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进展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中钢吉炭与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

限公司因合同纠纷引发的诉讼 

已判决并已申请强制执行 2014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 

中钢设备与北京伸威嘉业商贸有

限公司因贸易合同纠纷引发的仲

裁 

已裁决；裁决"返还货物"一项

已执行完毕 

2015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 

中钢设计院与天津二十冶建设有

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引发的诉讼 

已调解；正在履行调解协议

书 

2014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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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天澄与甘肃国电龙源洁净燃

烧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就设备

总承包合同纠纷引发的诉讼 

已判决；执行中 2014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 

中钢设计院与抚顺罕王重工铸锻

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引发的诉讼 

已判决；抚顺中院执行庭裁

定中止执行工程整改。除工

程整改外，判决其他事项已

执行完毕。 

2014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 

中钢设计院与抚顺罕王重工铸锻

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引发的诉讼 

一审已判决；二审过程中 2014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稿）》 

三、 重要经营合同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的重要的经营合同进展情况如下： 

一、已生效正在执行的重要经营合同： 

1. 湖北金盛兰高炉、烧结项目：合同总金额10.68亿元，已投产。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9.46亿元。 

2. 澳大利亚CUDECO铜矿项目：合同总金额13.41亿元，已投产。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13.20亿

元。 

3. 新疆国泰准东动力站项目：合同总金额24.87亿元，1号机组已具备并网发电的条件；2号机组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

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22.44亿元。 

4. 阳煤寿阳化工40万吨乙二醇项目：合同总金额22.45亿元，项目建设、调试完成，目前系统运行正常。2017年一季

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19.53亿元。 

5. 渤海煤焦化综合节能工程焦化项目：合同总金额22.71亿元，已投产。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19.20

亿元。 

6. 伊朗ZARAND综合钢厂项目：合同总金额45.33亿元，设计及设备发货已经完成，正在进行钢结构及设备安装工

作，预计2018年全面投产。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40.13亿元。 

7. 伊朗ZISCO25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合同总金额8.50亿元，已投产。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8.49

亿元。 

8. 伊朗SISCO25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合同总金额8.68亿元，已投产。2017年一季度确认收入0.32亿元，累计确认收

入8.23亿元。 

9. 安徽霍邱300万吨钢铁项目：合同总金额52.66亿元。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13.26亿元。 

10. 定州天鹭130万吨焦化项目：合同总金额8.18亿元，已投产。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7.61亿元。 

11. 印度JSPL焦化项目：合同总金额5.45亿元，截至2016年末，两座焦炉已具备投产（装煤）条件，2017年2月1#焦

炉装煤出焦。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3.21亿元。 

12. Tosyali阿尔及利亚230万吨综合钢厂项目：合同总金额31.08亿元，详细设计完成，设备采购基本完成，土建施工

和设备发货已完成80%。2017年一季度确认收入1.61亿元，累计确认收入23.36亿元。 

13. 伊朗ZISCO煤气发电项目：合同总金额为11.47亿元，详见2014年12月20日《经营合同公告（2014-68）》。合同

已生效，已完成变电站的基本设计。尚未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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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印尼DBM 150万吨热轧厂项目：合同总金额7.20亿元，详见2015年5月9日《经营合同公告（2015-34）》。合同已

生效，融资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尚未确认收入。 

15. 马拉维H.E. POWER 41MW水电工程项目：合同总金额13.04亿元，详见2015年5月9日《经营合同公告（2015-34）》。

合同已生效，办理项目融资过程中。尚未确认收入。 

16. 俄罗斯奇克苏电解锰项目：合同总金额46.20亿元，详见2015年5月18日《经营合同公告（2015-36）》。合同已生

效，项目正在进行融资。尚未确认收入。 

17. Tosyali阿尔及利亚250万吨直接还原铁项目：合同总金额15.10亿元，详见2015年11月3日《经营合同公告

（2015-86）》、2016年1月7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1）》。详细设计完成；钢结构和设备制造完成80%；土建

施工完成80%，安装工程完成20%。2017年一季度确认收入4.68亿元，累计确认收入9.46亿元。 

18. 印尼棉兰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合同总金额11.13亿元，详见2015年11月11日《经营合同公告（2015-88）》。

合同已生效，办理项目融资过程中。尚未确认收入。 

19. 玻利维亚穆通钢铁公司（ESM）年产15万吨综合钢厂EPC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27.31亿元，详见2016年4月1

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40）》。合同已生效，项目正在融资阶段。项目选矿实验已经完成，球团实验已经完

成，确定了直接还原铁工艺流程，与业主确认了地质勘探工作计划。尚未确认收入。 

20. 阳泉煤业集团西上庄低热值煤热电有限公司2×660MW超临界低热值煤热电项目EPC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

40.72亿元，详见2016年5月31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65）》。合同已生效，基本设计已全面展开，设备采购完

成75%，主体工程基础施工基本完成。2017年一季度确认收入0.18亿元，累计确认收入2.85亿元。 

21. Tosyali Iron Steel Industry Algerie SPA公司年产400万吨球团EPC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17.34亿元，详见2016年6

月3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67）》。合同已生效，通过基本设计审查，非标设备开发完成并通过审核。主要设

备采购完成，第一批发运设备已集港。2017年一季度确认收入3.66亿元，累计确认收入7.10亿元。 

22. 阿尔及利亚卡塔尔公司250万吨直接还原铁（DRI）项目：合同总金额10.82亿元，详见2016年7月27日《经营合同

公告（2016-89》。合同已生效，现场已进入土建施工阶段，2017年一季度确认收入1.14亿元，累计确认收入1.14

亿元。 

23. 新加坡石榴石国际集团（私人）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巴莱（Balline）石榴石选矿厂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7.35

亿元，详见2016年11月3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115》。合同已生效，办理项目融资过程中。尚未确认收入 

24. 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 （MMK）新建 2×300 m 2 烧结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为5.31亿元，

详见2016年11月3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116》。合同已生效，已收到外方预付款，目前正在进行设备采购。

2017年一季度未确认收入，累计确认收入0.91亿元。 

25. 俄罗斯 Terskaya Gornaya Kompaniya (TGK)公司铂金矿选矿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11.91 亿元，详

见2016年11月7日《经营合同公告（2016-117》。合同已生效，办理项目融资过程中。尚未确认收入。 

26. 旭阳集团120万吨/年焦化搬迁项目EPC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10.37亿元，详见2017年3月15日《经营合同公告

（2017-18》。合同已生效，基础设计已展开。尚未确认收入。 

二、已签署尚未生效的重要经营合同 

1. 加拿大ESAI热风炉重建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7.24亿元，详见2014年11月18日《经营合同公告（2014-63）》。

合同尚未生效。 

2. 南苏丹SUDAR重油电站及附属线路项目：合同总金额24.00亿元，详见2015年10月23日《经营合同公告（2015-81）》。

合同尚未生效。 

3. 伊朗BAFGH KASRA钢铁公司100万吨综合钢厂项目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31.08亿元，详见2016年1月25日《经

营合同公告（2016-10》。合同尚未生效。 

4. 印尼BOSOWA集团2×55MW燃煤电站EPC总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9.08亿元，详见2016年6月17日《经营合同公告

（2016-72》。合同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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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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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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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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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CDU CUDECO 
440,366,8

11.55 

21,637,68

0 
 
21,637,68

0 
 
56,434,61

8.02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工程款对

价支付 

合计 
440,366,8

11.55 

21,637,68

0 
-- 

21,637,68

0 
-- 

56,434,61

8.02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6 年 02 月 27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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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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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近期业务发展情况 

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中钢国际：2017 年 2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17 年 02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近期业务发展情况 

2017 年 02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中钢国际：2017 年 2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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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2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中钢国际：2017 年 2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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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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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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