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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年 5 月 2 日 

恒生指数：24,696.13 
 

收市价：5.16 港元 

12 个月目标价：5.80 港元 

上升潜力：+12.4% 
 

钢材 
 

股份资料 
 

股票代号： 347 HK 

市值： 429.76 亿港元 

H 股发行股数：  10.85 亿 

总发行股数：  72.35 亿 

企业值： 608.39 亿港元 

每股账面值： 6.20 人民币 

市帐率： 0.74 倍 

每日平均成交： 9,372 万港元 

H 股估计流通量： 100% 

平均股本回报率： 3.7% 

资产回报率： 1.8% 

12 个月高/低： 港元 6.56/3.10 

主要股东： 鞍山钢铁集团–67.29% 

  

兑换率 1 人民币 = 1.13 港元 

 1 美元 = 7.75 港元 
 

来源：公司、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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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股价变动 -6.7% -13.1% +29.6% +40.2% 

相对恒生指数 -8.9% -18.0% +21.5%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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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 (347 HK)  
 

钢铁价格短期回落  唯长远将受惠于去产能改革  
 
 首季业绩转亏为盈   期内钢材价格大幅上扬–鞍钢股份 (「鞍钢」) 首季营业收入

193.71 亿 (人民币．下同 )，按年增加 71.8%，归属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0.69 亿元，
2016 年同期亏损 6.15 亿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钢协 )会员实现利润 232.8 亿元，
去年同期为亏损 87.8 亿元，主要受惠于期内钢材价格大幅上涨。根据中钢协统计，
3 月初 CSPI 钢材价格指数已达到 2013 年以来的最高点 107.88 点，较 2015 年年底
升 51.5%。虽然自四月起钢材价格大幅回落，唯受惠于年内彻底清除「地条钢」
等落后产能、持续去产能改革、环保限产升级等国策，我们认为长远钢铁业在淘
汰整合后供需关系将持续改善，并有利于鞍钢等大企，市场预料 2017 及 2018 年
鞍钢可延续去年的盈利增长势头，我们以其过去三年平均市帐率加一标准偏差
0.79 倍，以及 2017 年预测每股账面值 7.34 港元推算，目标价为 5.80 港元，现时
估价落后 (马鞍山钢铁 (323)市帐率 0.9 倍 )，建议买入。  

 
 四月始钢材价格虽泻   唯同时原材料价格亦大幅下跌–钢材价格自去年大幅上

涨，至今年三月高位后出现回落之势，截至 4 月 21 日 CSPI 钢价指数已回落至 92.23
点，比三月的高位下跌了 14.5%。以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 指数来看，4 月份为 49.1%，较上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落，并
再度跌至 50%的荣枯线以下 (2 月 PMI 曾高见 51.4%)，钢铁行业景气度于高位回落。
四月的钢材价格大幅回落，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去年下半年钢价上涨的驱动下，一
些钢厂增加产量，钢铁产能加快释放后，供需矛盾加大，钢价便出现回落走势。
国家统计局公布，首季全国铁、钢、材产量分别为 1.7 亿吨、2 亿吨及 2.6 亿吨，
按年分别增长 4.1%、4.6%及 2.1%。三月份日产粗钢水平更达到 232.25 万吨，创
历史新高。虽然钢价回落，唯制造钢材的原材料及燃料如铁矿石及焦煤等相比起
钢价的下跌幅度更大。去年铁矿石及焦煤与钢价同时上涨，对钢材的成本及毛利
造成压力。而铁矿石价格于二月走高后大幅下滑，主要由于巴西、伊朗等地出口
产能大增所致，截至 4 月 27 日普氏 62%铁矿石指数报每吨 67.15 美元，自二月的
30 个月新高 95.05 美元见顶后，累计跌幅已近 30%，远超钢价跌幅。此外，焦煤
期货价格亦已由十一月高位 1,644 元，下跌至 4 月 27 日收盘价 1,117 元，跌幅达
32%。相信铁矿石及焦煤价格跌幅比钢材大，对钢材成本控制带来利好因素。  

 
 长远受惠于供给侧改革及落后产能淘汰   全年供需关系将持续改善–相对年初，

钢价于 4 月份虽处于低位，唯基于国家积极推进去产能的考虑，我们相信钢价长
远将会回稳，2017 年的钢材均价应能超远 2016 年的均价，长远将带动鞍钢的盈
利收入增长。2016 年钢价一直向上，主要是由于国家持续推动供给侧改革及落后
产能淘汰令钢材供应减少。2016 年工信部明确提出目标于 2020 年将粗钢产能净
减少 1 至 1.5 亿吨，产能利用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到 80%。中钢协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钢铁已去产能超过 6500 万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而受去产能影响，钢
价较 2016 年初大幅增长，主要品种较 2016 年初价格大升 50%。以河北唐山的三
级螺纹钢为例，今年 3 月价格达每吨 3,650 元，相比 2016 年初每吨 1,800 元的水
平大幅上涨。今年三月，国家发改委召开钢铁去产能工作会议，指示 2017 年是
钢铁去产能攻坚之年，目标年内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并有效处置「僵尸企
业」。工作会议亦明令今年六月底前将彻底清理「地条钢」的落后产能。至 4 月
底，全国已自行清查出生产「地条钢」企业 500 多家，涉及产能 1.19 亿吨。在国
家持续推动去产能及落后产能淘汰，钢材的供给关系将可持续改善，我们预期今
年 4 月钢价下跌只为业内短暂调整，长远而言钢价在供应持续消减的情况下将稳
步上扬，对鞍钢此等钢铁大企的盈利收入有持续利好的因素。  

 
 环保限产升级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近日，环保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指出今年将对北京、天津及河北、河南等省合共计「2+26」
个城市提出了具体的治霾目标。其中就钢铁行业，方案提到按照污染排放绩效水
平，制定错峰限停产方案。其中去年冬季污染严重的石家庄、安阳、唐山等市今
年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 50%，以高炉产能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环保限
产再度升级并以实际用电量限产 50%，措施可行性高，执行目标亦非常清晰，可
预期年内「2+26」个城市中不少中小型钢厂将因环保限产令而大幅减少生产、合
并重组、甚至停产。预料今年推进的环保限产将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并改善供
给关系，长远而言是去产能改革的催化剂。  

 
 资产负债率低   产能稳步上扬–鞍钢 2017 年目标钢铁产量规模 2150 万吨，2016

年为约 2000 万吨，产能利用率提升至 90%。受惠于行业去产能及环保限产升级，
鞍钢目标理性可达。去年鞍钢发行国内首个含权中期票据 40 亿元，降低融资成
本，并偿还到期美元债务 1.3 亿，对 1.5 亿存量美元债务进行汇率锁定，降低了
利率上升的风险。资产负债率为 48.58%，较业内平均的 69.97%为低。去年鞍钢亦
成功实现减排目标，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外排水，分别按年削减 26.7%，
26.8%，12.5%，1.7%，其环保管理系统持续革新，相信今年推出的环保限产令对
鞍钢并不会构成威胁。  
 

盈利资料 
 
截至 12 月 31 日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预测 2018 年预测 

股东应占溢利 百万人民币 (4,594) 1,616 2,568 2,959 
按年增长 % 不适用 不适用 +58.9 +15.2 
每股应占盈利 人民币 (0.64) 0.22 0.36 0.41 
每股账面值 人民币 5.98 6.20 6.49 6.79 
每股普通派息 人民币 – 0.07 0.11 0.12 
市盈率 倍 – 20.7 13.0 11.3 
市账率 倍 0.77 0.74 0.71 0.68 
周息率 % – 1.5 2.3 2.7 
平均股本回报率 % – 3.7 5.6 6.2 
注：2017 年至 2018 年的预测数字乃彭博提供的市场预测 
来源：公司、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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