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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网上说明会回放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在收到证监会重组反馈意见的
请问，接下来是每一个月公告
次一交易日披露收到反馈建议的情况及反馈意见内容。在收
一次进展吗？下次公告日是什
到反馈意见之后，公司将积极准备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
么时候？
并在履行完毕反馈意见回复涉及的决策程序后披露反馈意见
的回复内容等公告。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现在重组证监会已经受理，如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中国证监会将就公司本次重组反馈意
果一切正常，之后的流程是什
见，公司答复完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后，等待中国证监会
么样的。谢谢
重组委召开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组。
感谢公司和董秘的辛勤工作，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还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本次
证监会“反馈”环节的沟通还顺
重组的反馈意见，请关注公司后续的公告。
利吧？
公司重组还有没有什么实质性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重组并没有什么实
的障碍。
质性的障碍。
请问，为了重组，财信金控、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华菱集团、深圳润泽持有的财富证券
华菱、润泽等的股权质押都已
股权都已经办理完解质押。本次重组中的交易对手方对所持
经解除了？
有的交易标的股权都已完成解质押。
董秘，请详细介绍公司重组程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本次重组已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
序，如证监会受理一般多少交
会的批准，正在中国证监会履行审批程序，公司将尽最大努
易日，等等，到最后股东大会
力推动重组的相关审批工作。
批准。
如果转型成功，公司如何做大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重组完成后，将转型成为金融+节
做强，发展战略是什么，可以
能发电双主业的上市公司，定位为湖南省内最大的国有金融
谈谈吗？
控股平台。
请问：截至目前，到证监会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财富证券因增资及重组所导致的
会前，公司还有没有未结事
股东变更事项尚待中国证监会批准。
项？
10 月 11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股
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有表决
权的股份 1394685238 股，占总
股份的 46.24%，另外 112 人网
络投票投东 112 人，代表股份
7352918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
24.38%，请问：上面提到的股
参会的股东为华菱集团和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湖
东及股东代表 2 人是指大股东
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是通过网络投票的。
和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吗？还有 112 人持股 24.38%，
平均每个股东持股 656 万股，
但是我看到前十大股东里面除
了前五大股东符合外，其余的
都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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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组成功后会改名吗
10 月 11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里
面提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
代表股份 1394685238 股，占总
公司股份 46.28%，请问这二人
是大股东和湖南国企创新私募
投资基金吗？还有 112 人代表
股份 735291824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24.38%，我看了公布三
季报情况，如果数据属实，这
112 人每人平均持股 656 万股，
但是看到前十大股东，除前五
大股东外，其它股东持股数低
于 600 万股，这是什么情况
截至目前，到证监会上会前，
公司还有哪些未结事项？比
如，华菱增资财富证券的事情
是否按计划 11 月完成？
证监会批准重组的前提下，公
司改名的计划如何？改名需要
股东大会批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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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 12 月 30 日前重组能否成
功？如不能，公司会 ST 吗？三
季报为什么没有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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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1、湖南省政府对贵公司
重组支持力度多大，会无条件
支持公司重组吗？2、吉祥人寿
业务发展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为什么不等它成熟之后再收
购，公司有能力保证近二年之
内盈利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会根据重组的进展情况考虑改
名事宜，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
参会的股东为华菱集团和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是通过网络投票的。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华菱集团对财富证券的增资已经完
成。财富证券因增资及重组所导致的股东变更事项尚待中国
证监会批准。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会根据重组的进展考虑公司改
名事宜，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改
名不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会尽最大努力推动重组相关的审
批工作。今年三季度的业绩预告及三季度经营结果已分别于
10 月 15 日和 10 月 29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在巨潮资讯网上您也可查询到相关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本次公司重组已获得了湖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且已取得
了湖南省国资委的核准批文。
2、对于吉祥人寿注入上市公司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第
一，目前市场上人寿牌照属于稀缺的金融牌照，连同吉祥人
寿一并注入上市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对于“金控平台”的定
位，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估值；第二，吉祥人寿今年
完成了一次增资，有利于提升吉祥人寿的整体实力。此外，
本次重组后吉祥人寿将获得募集资金用于发展公司业务，长
远来看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业绩。根据国内外寿险行业经
验，寿险公司一般自开业后 7-8 年后进入盈利期，并将在未
来 10-15 年内保持稳定增长，而后进入稳定期。吉祥人寿报
告期内的亏损状态与寿险行业的发展路径相符合，公司仍处
于正常的财务亏损期，2015 年末亏损额为 1.3 亿元，根据一
般寿险公司经验来看，公司将于未来 2-4 年内开始进入持续
的盈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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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有没有打算并购重
组？在市场拓展方面有没有新
计划？

17

近期都有哪些机构去公司调
研？他们对公司股价怎么看？

18

能简单介绍下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吗？

19
20

贵公司的现金流情况如何？
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上半年公司
业绩情况，有信心完成今年的
经营目标吗

21

公司现在还有多少限售股未解
禁

22

近期有没有进行资产重组、股
权改造等资产权益方面的变动

23

请问公司的核心业务在国内是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申请已提交至中国证监会并已获得受理通知。相关进
展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有关机构投资者来公司调研的情况公
司均已按照规定编制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并按时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上，请关注公司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核心子公司华菱湘钢、华菱钢
管等为经湖南省科技厅认证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2015 年，
公司持续构建以 IPD 为载体的销研产一体化攻关模式，持续
完善研发体系建设及激励机制，全面启动炼铁、炼钢、轧钢
及设备自动化四个技术专家团队的工作，在新产品研发上成
效显著，自主研发高级别抗大变形管线钢 X90HD、大口径
X90 管线钢、核电重型支撑用钢板、120-150mm 以坯代锭
345 系列用钢、特厚船板、工程机械用钢 LG960QT、
LG1100QT。在无缝钢管领域，自主研发出高级别的 P92、
T91 等高合金钢小口径管和大口径厚壁管、机械加工用管
HSM450、HSM770、HSM890 系列中小口径厚壁管合金工程
机械用管等，多项研发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在产品质量和服
务体系等方面享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在区域市场及主导市场
极大地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VAMA 汽车板在报告期内快速实现了从试车运行到放
量生产的跨越阶段，立足自身研发资源，借助安赛乐米塔尔
的技术支撑，VAMA 已经成功研发出 DP780、DP980、
Usibor 1100P、Usibor 1500P、IF 系列、DQ 系列、HQ 系列等
第三代汽车用钢板，其中 Usibor 1500P 为安赛乐米塔尔的专
有技术产品，为国内汽车板领域首创。
2015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请专利 131 项，其中发明专
利 42 项，共参与国家级行业标准修订 140 余项。发明专利
《P91 无缝钢管及其制备方法》获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DC03、DC04、DX53D+Z、LG510L 荣获 2015 年度“冶金产
品实物质量金杯奖。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现金流情况一切正常。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16 年上半年亏损 9.46 亿元，
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已经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详细情况请
查看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有部分高管锁定股，其余全
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如果重组成功，重组相关交易对手方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将会有相关的锁定期安排。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的申请材料已经提交至中国证监会并已收到受理通知
书。相关进展情况请关注公司的后续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钢铁生产和销售，
公司的装备、技术都处于国内的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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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主要有何渠道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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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市值管理"?是否有必
要实施"市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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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没有考虑进行多元化经
营

27

公司取得了多少专利

28

同行竞争中，你们的最大优势
是什么

29

贵公司有进行股票投资吗？投
资收益如何

30

公司历年股东分红情况怎样

31

请问公司产品有无提价可能

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积极组织接待
投资者调研、组织业绩说明会或者分析师交流会、组织投资
者参观生产现场、接听投资者来电咨询、及时登陆互动平台
答复投资者提问、登门拜访投资者开展交流等；同时，公司
会积极关注股价变化、股东结构和人数变化，积极关注优秀
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的先进做法。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市值是股东价值的终极目标，市值管
理是实现终极目标，因此实施市值管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是
极为重要的。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重
组完成后将转型为“金融+节能发电”的双主业公司。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5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请专
利 131 项，其中发明专利 42 项，共参与国家级行业标准修订
140 余项。发明专利《P91 无缝钢管及其制备方法》获中国专
利奖优秀奖；DC03、DC04、DX53D+Z、LG510L 荣获 2015
年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近年来，公司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品
种结构逐渐向高端转移，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差异化核心竞争
力。产品结构实现由线、棒为主向板、管为主的转变，形成
了板管棒线金属制品兼有、普特结合、专业化生产的格局。
公司产品分宽厚板、冷热轧薄板、无缝钢管、线棒材等十大
类 5,000 多种规格系列，在造船、海工、能源、汽车、油
气、工程机械等下游用钢行业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竞争优
势，已广泛用于国内外标志性工程。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不进行股票投资。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自 1999 年至 2008 年每年都有向
投资者分红。但 2009 年以来，钢铁行业逐步进入“寒冬”，公
司出现较大额度的未弥补亏损，不符合分红的条件。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产品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