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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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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曹志强

董事

工作原因

易佐

管炳春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谢岭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菱钢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3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桂情

刘笑非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
主楼
主楼

电话

0731-89952719

0731-89952811

电子信箱

luogq@chinavalin.com

lxf1st@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52,063,241,474.3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48,336,506,214.10

调整后
53,627,343,692.62

调整后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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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23,187,738.24

2,237,213,661.79

2,449,717,704.69

2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12,343,613.23

2,304,257,415.86

2,304,257,415.86

3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12,973,189.96

-53,880,917.71

550,788,437.29

301.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33

0.5299

0.5802

-14.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33

0.5299

0.5802

-1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7%

12.39%

13.16% 降低 2.9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5,798,991,683.77

82,928,316,728.44

82,928,316,728.44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730,300,003.74

28,219,963,724.85

28,219,963,724.85

5.35%

财务数据口径说明：
1、公司 2019 年收购阳春新钢 51%股权和华菱节能 100%股权，发生同一企业控制下合并，追溯调整上年同期会计数据，因
此上表 2019 年数据存在“调整前”和“调整后”两个口径。
2、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下属主要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钢管（以下统称“三钢”）的少数股权，并于
2019 年底完成资产交割。因此上表中上年同期即 2019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包含“三钢”少数股权的净利润，而本报告期包含。
假设按照同口径模拟计算，2019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09 亿元，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降低了 13.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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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7.85% 1,707,159,203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300,465,518

华菱集团－华泰联合－华菱 EB 担 境内非国有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法人

12.30%

753,935,644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2.06%

738,949,194

华菱集团－华泰联合证券－华菱 E2 境内非国有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法人

8.49%

520,321,783

520,321,783 质押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5%

174,794,259

174,794,2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

153,236,799

0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131,096,189

131,096,189

湖南省财信常勤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湖南华弘一号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2.14%

131,096,189

131,096,18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8%

109,246,601

109,246,601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

87,397,129

87,397,129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753,935,644 质押

753,935,644

0
520,321,783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华菱集团因开展可交债业务，另通过“华菱集团－华
泰联合－华菱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753,935,644
股、520,321,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0%、8.49%；涟钢集团为华菱
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因此，华菱集团、华菱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涟钢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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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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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20 年半年度经营概况与亮点
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钢铁企业盈利同比大幅下滑，二季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钢铁下游需求逐步恢复，
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公司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持续推进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和营销服务
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建设，加大产品结构调整，二季度经营业绩环比大幅改善，其中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 63.08%、同比增
长 2.4%；子公司汽车板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7.80 亿元、净利润 1.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19%、95.97%，创投产运
营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钢材产量 1,207 万吨、销量 1,184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4.19%、1.19%。
2020 年 6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0.07%，较 2016 年 6 月末的历史最高值降低了 26.74 个百分点；报告期财务费用为 3.74
亿元，同比降低 19.12%，较 2016 年半年度的历史最高值降低了 8.73 亿元。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2.13 亿
元，同比增长 3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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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半年度开展的主要工作
1、狠抓精益生产提效率
一是坚持项目制攻关挖潜，充分提升生产效率。上半年公司铁、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1,035 万吨、1,298 万吨、1,207 万
吨，全面破同期历史纪录。
二是持续优化技术经济指标，促进内部挖潜创效。上半年铁耗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高炉利用系数全国领先，
钢材综合成材率达到历年来最好水平，铁水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三是夯实基础管理，提高安全环保水平。上半年公司加强安全生产与环保管理，环保方面累计投入约 25 亿元，强化环
保设施运行管理，助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调整产品结构增效益
一是加大产品结构升级迭代步伐，增强高效品种“集聚效益”，提升超薄耐磨钢、高建及桥梁用钢、热成型超高强 USIBOR
系列用钢、海工用管、特殊扣用管等高盈利产品的产销量。上半年实现重点品种钢销量 504 万吨，同比增长 12.5%。其中，
高建桥梁用钢销量同比增幅 24.5%，工程机械用钢销量同比增幅 18%，船舶及海工用钢销量同比增幅 9.4%，热成型超高强
度 USIBOR 系列汽车用钢销量同比增幅 28.3%。
二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助力新产品开发。上半年重点研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催生出的新的用钢领域和国际国内重大
项目工程用钢，如具有抗菌功能的不锈钢材质钢管、人工智能机器人用钢、高铁、海洋工程装备、航空航天基础零部件等关
键用钢领域，打破部分用钢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逐步实现从“跟随”向“领跑”的转变。上半年，共 11 个品种实现了国产替
代进口。
三是加快产线结构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报告期，公司加快提质改造步伐，其中，华菱湘钢中小棒特钢轧制线工程项
目投产，推动其棒材产品向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优钢、特钢方向发展；华菱涟钢棒材改造项目投产，华菱涟钢可生
产强度更高、防锈蚀性能更佳、尺寸公差控制精准的更高级别螺纹钢。华菱涟钢工程机械用高强钢产线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投产后将提升华菱涟钢热轧薄板加工能力，进一步巩固华菱涟钢在中薄规格耐磨钢与高强调质钢板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另
外，“华菱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相继在世界最大跨度铁路拱桥-大瑞铁路怒江特大桥、世界级跨海
集群工程-深中通道项目、敦煌国家级光热发电项目、中石化油田、塔里木油田、张吉怀高铁、长益常高铁等国内外重点工
程和项目上获得应用。
3、深化内部改革增活力
一是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公司对年度综合评价排名靠后的中层管理人员实行免职、降职和减薪，
免职 8 人、降职 5 人、诫免及降薪 9 人；优化精简岗位人员，2020 年 6 月末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1,372
吨/人年、1,340 吨/人年，保持行业先进水平。
二是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华菱湘钢与湖南移动、华为深化战略合作，运用 5G+AR 现代轧机装配技术，打造国内首家
钢铁业“5G 智慧工厂”；华菱涟钢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实施路径，着力打造“无人工厂”；“智慧衡钢”项目上线，
企业管理效率明显提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是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具体情况如下：

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
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 2020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并于 2020 年一季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不重述 2019 年末可比数。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强
202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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