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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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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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虽然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但由于 2017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本公司《公司章

程》规定，本次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

-1,192,917,877.12 元，结转至下年度。以上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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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发展 600058 龙腾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宏利 曲世竹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B座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B座 

电话 010-68494205 010-68494916 

电子信箱 wanghl@minmetals.com qusz@minmetal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冶金原材料供应业务、钢铁流通及制品业务、物流业务、招标业务和电子商务

平台运营。冶金原材料供应业务是以原材料业务和铁合金业务为主体，其中，原材料业务主营铁

矿砂、生铁、焦炭、煤炭、钢坯、废钢、耐火材料及制品等冶金工业原料，铁合金业务主营铬、

锰、硅、镍四大系列铁合金和其他特种合金，以及铬矿、锰矿、镍矿等合金原料，其经营模式为



进出口、内贸及产品生产加工。钢铁流通及制品业务主要经营螺纹钢、高线、盘螺、热轧卷板、

带钢、中厚板、冷轧卷板、镀锌板、彩涂板以及各类工业用材、品种钢、不锈钢、专业电工钢、

特殊钢、钢管、铸管铸件、汽车配件、五金机电、成套设备等产品，其经营模式为代理采购、自

营、分销及加工配送、钢材期货、电子商务和进出口贸易等。物流业务主要围绕金属矿产品流通

产业链，提供运输、保险、仓储、货代、船代、租船订舱、加工配送等物流增值服务，拥有一家

保险经纪公司，在无锡、东莞、上海等地建有综合性物流园，拥有全球化服务网络和地区优势资

源。招标业务主要承担内外资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电商平台“五阿哥”以钢铁拍档（次终端）

为业务抓手，通过优选货源、搭建安全可信的线上交易场景和线下渠道、拓展商圈商盟、提供一

站式物流解决方案和金融服务解决方案、输出电商技能培训、电商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全方位“武

装”钢铁拍档，将省力、省钱、省心的一站式采购体验带给终端用钢企业。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金属矿业流通服务商，业务范围涵盖冶金原材料供应、钢材贸易、

加工配送、物流服务、招标采购、电子商务等金属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目前，公司在国内拥有分

销公司、加工中心、物流园区、口岸公司等形式的营销、物流网点 200 余个，覆盖北方、南方、

西北、华东等四大区域；公司同时管理 12 家海外公司及 5 家海外分支机构，遍布亚、欧、美、非、

大洋洲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内外一体、全球化运作的营销网络。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最新统计，公司钢材、铁矿石销售量行业领先，铬矿砂市场份额排名第一。据海关最新统计， 

公司铬矿砂和锰矿砂进口排名分别高居全国第一和第三；氟石出口量继续蝉联全国第一。同时，

公司积极发挥行业示范与引领作用，继续担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报关协会副会

长、中国金属流通协会会长职务，并先后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颁发的“AAAAA 物流企业”

和“2017 年中国物流杰出企业”，中国金属流通协会颁发的成立 25 周年“功勋企业”等荣誉。 

（三）行业情况 

2017 年，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行业内各项去产能措施正在逐步推进，对我

国钢铁行业脱困发展、转型升级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行业终端需求逐步回暖，钢价、原材料价

格震荡上行，企业经营环境和效益进一步好转，但市场风险的隐患性和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根据钢铁工业“十三五”规划，未来钢铁行业要以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为目标，以化解过剩

产能为主攻方向，坚持结构调整、坚持创新驱动、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质量为先、坚持开放发展，

加快实现行业调整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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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1,498,252,580.07 25,085,918,639.24 -14.30 32,654,598,362.61 

营业收入 59,020,163,774.22 40,726,679,724.65 44.92 61,985,524,16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512,057.31 28,954,519.37 19.19 -3,953,004,0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676,422.90 -363,042,559.51 不适用 -3,876,772,06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534,590,431.72 5,000,731,663.70 50.67 4,973,342,26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3,569,726.58 10,992,100,662.09 -96.51 1,427,696,258.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22 0.0270 19.26 -3.6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22 0.0270 19.26 -3.6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878 0.5840 增加0.1038个百

分点 

-59.362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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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4,513,283.48 16,636,920,752.19 14,925,864,869.54 16,282,864,86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59,723.26 9,553,248.61 19,456,823.90 -3,757,73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915,268.39 -15,514,035.20 19,729,104.18 -62,976,22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1,571,817.56 1,220,621,494.51 -754,193,946.48 1,078,713,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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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5,26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 股东 



（全称） 增减 量 (%)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况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0 670,604,922 62.56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23,824,300 2.22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0 8,226,476 0.77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5,453,100 0.51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4,745,450 0.44 0 无 0 未知 

王洪江 3,674,694 3,674,694 0.3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

合 
-930,989 3,626,021 0.34 0 无 0 未知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784,800 3,415,700 0.32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3,262,594 0.30 0 无 0 未知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粮信托－通盈 2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2,850,572 0.27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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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受行业整体状况好转、公司主营商品价格回暖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质量同比明显

改善。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90.20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1.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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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以下

简称“修订后的 16 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

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修订后

的 16 号准则的要求，本期利润表中“其他收益”项目增加 30,887,565.11 元、“营业外收入”减

少 30,887,565.11 元，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下简称“发布的 42 号准则”），发布的 42 号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

行。本公司根据发布的 42 号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

行分类列报。根据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本公司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利润表中“资产处置收益”增

加 42,719,682.24 元、“营业外收入”减少 43,081,522.39 元、“营业外支出”减少 361,840.15 元；此

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6,586,199.38

元，“营业外支出”417,465.63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6,168,733.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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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77 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钢铁青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厦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广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沈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成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天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工贸天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杭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西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兰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供应链（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深圳市五矿电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武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邯钢（苏州）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6 56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五矿西电（常州）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五矿钢铁哈尔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重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宁波工贸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 60 

五矿兰州物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园（东莞）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0 70 

五矿无锡物流园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新港长春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 51 

五矿萝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特钢（东莞）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烟台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0 70 

五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湖北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辽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营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集团天津货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集团天津集装箱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河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山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日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江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浙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广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新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金玛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5 75 

五矿船务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镇江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日照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大连）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营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连云港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五矿船务代理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宁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厦门）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丹东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保险经纪（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五矿物流烟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联合物流（武汉）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 60 

五矿东方贸易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新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浙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中国五矿南方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贵州）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 80 

五矿湖铁(内蒙古)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 户，减少 10 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

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托管 

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 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贵阳花溪五矿铁合金有限公司 注销 

五矿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注销 

五矿船务代理（福州）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五矿船务代理（莱州）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五矿船务代理（龙口）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五矿船务代理沧州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名称 变更原因 

五矿钢铁乌鲁木齐有限公司 注销 

五矿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