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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年预计向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修建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的原辅料及工程劳务服务为155,000.00�万元，比2017年增

加75,988.13万元，主要是预计2017年公司五号高炉、六号高炉、新一号高炉大修等接受的服务增加影响所致。

4、2018年预计向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溪钢铁(集团)热力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原辅料及能源动力432,000.00�万元，比2017年增加190,439.01万元,主要是预计2018年这六家关联

方向公司采购原辅料及能源动力的量及价格等增加所致。

四、定价政策依据

按照公司与本钢集团订立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所明确的交易内容

和定价原则。

主要定价原则是，有市场价格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市场价格的按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做为

定价标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公司为保证资源的稳定可靠供应，主要原料矿粉需从本钢集团采购，同时

向本钢集团各单位提供能源动力、辅料、备件；由于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需要购进公司产成品作为继续深加工的原

料，对本钢集团的产品销售仍会发生；同时公司也接受本钢集团各单位提供修理、劳务、职工培训等其他综合服务。

为了充分利用本钢集团在海外的营销、采购渠道，本公司通过本钢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本钢国贸公司代理公

司的进出口业务。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通过以上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原材料采购、产

品销售渠道的畅通,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已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公司关联董事汪

澍先生、曹爱民先生、韩革先生、唐朝盛先生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同意票数超过半数。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的要求，其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业务，将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也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的实际

需要，交易定价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书；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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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投资框架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7年投资完成情况

2017年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共下达固定投资计划344374万元。至2017年底全年完成投资153211万元。其中,重点

项目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完成投资19211万元,� 1870镀锌线完成投资17587万元，新建566m2烧结机（含脱硫及余热发

电）完成投资2659万元，三电车间热电联产改造工程完成投资4143万元,�发电厂高压车间燃煤锅炉脱硫脱硝改造完成

投资1998万元,�超薄酸洗线改造完成投资1405万元，发电厂4-5#焦炉干熄焦余热蒸汽利用工程完成投资2757万元，7

号高炉干法除尘及TRT改造完成投资1767万元， 信息化二期及板材信息系统2016-2017年运行维护专项工程完成投

资1481万元,�其他项目完成投资100203万元。

截止到2017年底发电厂三电车间热电联产改造工程投入试运行，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铁路配套工程投入试运行，

发电厂4-5#焦炉干熄焦余热蒸汽利用工程并网发电。发电厂高压车间燃煤锅炉脱硫脱硝改造、过程质量监控、本钢浦

项冷轧工程、质管中心特钢区域检验室搬迁改造等均已完成建设内容并进行决算。

一热轧加热炉烟气余热利用工程、三电车间热电联产改造工程、发电厂高压车间锅炉除尘改造、信息化二期、7号

高炉干法除尘及TRT改造、CCPP发电工程(原发电厂煤气高效利用工程)、一冷轧改造、特钢改造(更名为特钢轧机改

造一期工程)、本钢大数据平台建设、第三冷轧厂智能制造改造等技改项目正常推进。

二、2018年投资计划情况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一年，是“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本钢板材公司

巩固经营发展成果，强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年。本钢板材公司将在稳产增产和管理提

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抓住品种质量、装备提升、成本控制和工艺技术等关键核心环节，不

断增强产品竞争力、企业盈利能力和工艺技术实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益的发展。

2018年拟新开项目有炼铁厂1号高炉环保改造、6号高炉环保改造、5号高炉节能环保改造， 炼钢厂2号铸机改造、4

号-6号转炉环保改造、1号转炉节能环保改造、1号RH精炼改造，1700热轧完善改造、薄板坯连铸连轧完善配套改造，特

钢电炉产能置换项目，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焦化厂7号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板材厂区安装环保自动在线监测

装置等13项技改项目，总投资估算501896万元。其中拟申请银行贷款300000万元，自有资金201896万元。

（一）、调结构、促升级，实现钢铁主业更高质量发展。

继续深入推进《本钢板材做强做优做大实施方案》，加大技改工程资金投入，积极稳妥推进重点调结构、促升级项

目实施，要从培育优势品牌、强化高档产品研发等方面入手，不断创新升级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钢铁产品由中低端

环节向高端环节发展。

1、炼铁厂炼铁工序节能环保改造

（1）改造的必要性

炼铁厂现有5号高炉、6号高炉、1号高炉分别在2000年、2004年和2008年建成投产，部分系统设备存在不同程度的老

化与损坏，功能的缺失以及安全上的隐患，部分工艺、设备相比现有技术，能耗高，效率低，不利于降低吨铁生产成本。

其中5号高炉至今已经运行18年（正常一代炉龄16年），已经超龄服役，正进入大修期，不能保证安全稳定运行。随着节

能降耗、提高环保水平、淘汰落后工艺及设备的步伐加快发展，为确保高炉顺行、安全，公司计划2018年对5号高炉、6号

高炉、1号高炉分别进行节能、环保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2）改造主要内容

5号高炉节能环保改造在不影响目前生产稳定运行的前提下， 在本钢原3#、4#高炉区域内减量置换建设1座

2580m3高炉及其公用辅助设施，该项目建成投产后拆除现有的5号高炉。改造的原则采取升级改造，解决现存问题，电

气系统更新换代，提高工艺设备水平；完善特色产品，提升产品质量；满足环保要求，增加盈利空间。

1号高炉环保改造改造对炉体、水渣、炉顶、出铁场除尘、矿焦槽除尘、水处理、高炉控制系统以及相关公辅设施等

进行必要的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

6号高炉环保改造改造对炉体、水渣、炉顶、出铁场除尘、矿焦槽除尘、水处理、高炉控制系统以及相关公辅设施等

进行必要的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

（3）工程投资及效果

5#高炉节能环保改造工程总投资估算为150000万元，2018年拟安排113364万元。工期拟定24个月，计划2018年8月

开工建设。新5号高炉的生产水平以国内一流、世界先进为目标，炉容2580立米，预计项目达产后，采用高炉长寿综合技

术、超高风温顶燃式热风炉等核心技术，确保高炉未来实现长寿、节能、环保、高效的目标。

1号高炉环保改造工期为50天，2018年3月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估算为16500万元，改造目标是安全、环保、长寿、

节能。高炉平均利用系数：2.2-2.4t/(m3·d)� ；节能：风温达到1250� ℃；环保：高炉区域粉尘排放达到新环保法要求的

25mg/� m3；寿命：一代炉龄达到15年以上 。

6号高炉环保改造工期为70天， 2018年6月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估算为25225万元，改造目标是安全、环保、长寿、

节能。高炉平均利用系数：2.2-2.4t/(m3·d)� ；节能：风温达到1200� ℃；环保：高炉区域粉尘排放达到新环保法要求的

25mg/� m3；寿命：一代炉龄达到15年以上 。

（4）项目进展情况

1号高炉环保改造、6号高炉环保改造已完成初步设计，正在组织商谈施工合同，开展设备订货。5#高炉节能环保

改造目前本项目总图方案已经稳定，正在进行技术协议修改、签订等工作，开展初步设计。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正）》第一类 鼓励类 第八条 钢铁 第17条款：高炉、转

炉煤气干法除尘。目前正准备备案材料，履行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2、炼钢厂炼钢、精炼工序改造

（1）改造的必要性

随着本钢生产产品品种、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炼钢厂4号-6号转炉、1#RH、2号铸机等部分设备陈旧老化，自项目

投产运行未有进行升级改造，设备能力与生产品种匹配不合理，生产计划安排无法科学合理，造成产能释放困难,已不

满足本钢品种发展规划的需求。同时1号转炉近2年停产，按照本钢产能规划，需要启动，但1号转炉部分系统已不能正

常使用，与目前已改造后的其他转炉不能协调生产，急需升级改造。

（2）改造主要内容

4号-6号转炉环保改造主要内容:一次除尘净化系统改造为新OG法除尘；二次除尘净化系统改造为负压除尘器；

热力系统余热锅炉提压，淘汰卧式蓄热器，新上球型蓄热器；浊环水泥浆处理系统改造，提高浊环水处理能力。

1号转炉节能环保改造主要内容：转炉主车间1#转炉土建、钢结构施工；炉壳托圈、钢水罐车、渣罐车、倾动机械、

氧枪机械、余热锅炉、热力系统、烟气净化、上下料、三电系统、消防及供配电。

2号铸机改造主要内容：铸机结晶器、弯曲段及扇形段1-3段采取变辊径设计，预留电磁搅拌位置；大包转台改造，

机械振动改造为液压振动；扇形段1-8段支撑更换，前6段扇形段更换滑道更换；新增加测温、取样机器人及保护渣自

动填充装置。1号RH精炼改造主要内容: 对原有的RH真空系统进行更新； 蒸汽使用压力由现在的1.5～1.6MPa改为

0.9～1.0MPa；对烘烤系统进行改造，取消1#RH侧枪烘烤，实现MFB顶枪烘烤，统一1#、4#RH真空罐及顶枪；三电系

统、下料系统利旧改造；部分仪表、阀门更换；RH冷却水系统增容改造。

（3）工程投资及效果

以上四个项目总投资60367万元，2018年拟安排49231万元。

4号-6号转炉环保改造目标:实现转炉外排烟气达标排放；提高炼钢效率，力争将冶炼周期降至36分钟/炉，实现炉

机匹配。

1号转炉节能环保改造目标：既满足炉机匹配，又兼顾2018-2020年板材的铁钢平衡。

2号铸机改造目标：解决液位波动影响铸坯表面质量的问题；解决设备缺陷及隐患，提升设备精度，提高设备运行

稳定性。每年可节约备件费用200万元。

1号RH精炼改造目标：满足一热轧高级别汽车板原料冶炼需求。

（4）项目进展情况

上述四个改造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部分设备签订供货合同，施工招标正在进行。计划2018年开工，2019年

建成投产。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正）》），4号-6号转炉环保改造符合第一类

鼓励类 三十八 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15�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已完成备案，备案号为本工信备字【2018】

1号。其余项目目前正准备备案材料，履行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3、热轧工序完善改造

1700热轧完善改造、薄板坯连铸连轧完善配套改造两个项目

（1）改造的必要性

热轧厂1700线及薄板坯连铸连轧线部分设备陈旧老化，以及产线工艺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正常发挥产线的生产

能力，产品品种已不满足本钢品种发展规划的需求。按照“热轧1700线解决设备劣化问题，提产提质，调品种比例（高

表面质量汽车板和酸洗板产品），实现为未来四冷轧供料的目标”的要求，以及按“公司产品规划，板材三条热轧线的

品种结构和生产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整，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热轧酸洗板、薄规格高强钢等品种，解决钢-轧平衡问题”

的目标，对热轧厂1700线及薄板坯连铸连轧线实施改造。

（2）改造主要内容

热轧厂1700线改造主要内容：精轧CVC板形控制装置升级、精轧主传动电机增容、1#卷取机更新改造、钢卷运输

系统改造、粗轧精轧液压介质系统改造、一二级基础及过程自动化改造、新增一台万能磨床、2号加热炉更新等内容。

薄板坯连铸连轧线主要改造内容：铸坯厚度保持现有72mm基础上，可以生产85mm；铸机拉速提高到设计指标；增

加结晶器电磁制动，部分电气元件替换升级；铸机出口、粗轧、精轧除磷适当改善铸坯表面质量；轧机进行适当配套改

造

（3）工程投资及效果

工程总投资79000万元。

热轧厂1700线改造：解决设备劣化问题，产能达到400万吨，调品种比例（高表面质量汽车板和酸洗板产品），实现

为未来四冷轧供料的目标。

薄板坯连铸连轧线改造：铸坯厚度保持现有72mm基础上，可以生产85mm；铸机拉速提高到设计指标；生产热轧酸

洗板、薄规格高强钢等品种，解决钢-轧平衡问题。

（4）项目进展情况

上述二个改造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进行技术交流。计划2018年开工，2019年建成投产。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正）》）第一类鼓励类 八钢铁 5高性能、高质

量及升级换代钢材产品开发与应用--600MPa级及以上高强度汽车板。项目目前正准备备案材料，履行当地投资主管

部门备案。

4、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

（1）改造的必要性

结合硅钢产品市场，及将来电动汽车对中高牌号、中低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的需求增长预期，以抢占高磁感无

取向硅钢市场，新建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对本钢板材增强企业竞争力，十分必要。

（2）改造主要内容

新建一条10万吨硅钢常化酸洗机组，产品规格1.6-3.0*800-1300mm。可生产中高牌号、中低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

钢；新建一条25万吨硅钢连退机组，产品规格0.35-0.65*800-1300mm；新建一条硅钢重卷机组及1�条半自动包装线。项

目选址：在一冷轧单机架超薄机组的硅钢预留场地建设。

（3）工程投资及效果

项目总投资65000万元，工期17个月。预计2018年7月开工，2019年12月热负荷试生产。项目建成后，硅钢总产量达到

35万吨，可以生产高牌号无取向硅钢、新能源汽车用中高牌号、中低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抢占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市

场。

（4）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经过专家论证，完成可研审查，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待招标确定工艺设备供货商及工程施工方后，正式实施

计划。

项目产品为中高牌号、中低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正）》第一类鼓

励类 八钢铁 5高性能、高质量及升级换代钢材产品开发与应用--低铁损高磁感硅钢，已在本溪市工信委完成备案，

备案号为本工信备字【2018】5号。

5、特钢电炉产能置换项目

（1）改造的必要性

特钢厂现有2台50电炉装备老化落后，成分控制精准度差，能耗高，污染大，有必要改造。根据《关于印发部分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5】127号），本钢决定为实施产品升级改造，对特钢厂电炉

进行改造。

（2）改造主要内容

工程改造内容：淘汰现有2台50吨超高功率电炉，新建1套铁水倒灌站、1台89吨和1台70吨的新型废钢预热高效电

炉、4台双工位LF精炼炉、2套RH真空精炼、1台400*460mm方和圆坯共用断面矩坯连铸机、1台220*220mm和160*160mm

断面中方坯连铸机，场地动迁、主厂房、供水供电等能源介质系统及辅助设施。

（3）工程投资及效果

工程总投资101362万元，工期22个月。预计2018年8月开工，2020年6月热负荷试生产。

（4）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经过专家论证，完成可研审查，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待招标确定工艺设备供货商及工程施工方后，正式下达

实施计划。

项目产品为高附加值合金钢棒材，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正）》第一类鼓励类 八 钢铁 5高

性能基础件用特殊钢棒材。正在准备备案材料，履行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二）为满足新环保法要求，加快环保治理项目的建设，对老旧设施增加脱硫脱硝装置改造，并加加烧结、焦化、炼

铁、炼钢工序以及污水系统、热力锅炉等范围自动在线监测装置。

1、焦化厂7号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

（1）改造必要性：按照2012年实施的《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要求，对焦炉烟囱污染物

排放进行达标治理。

（2）改造内容：在板材焦化厂7号焦炉建设一套烟气源头控硝装置、脱硫脱硝装置（含余热利用）。

（3） 投资估算及改造效果：投资计划3500万元，预计2018年底建成投产。改造后，烟气排放浓度限值达到颗粒物

30mg/m3，二氧化硫50mg/m3，氮氧化物500mg/m3。

（4）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前期技术交流、实地考察阶段已完成，目前正在开展源头控硝装置的招标和技术协议的制定工作，工期拟

定5个月。下一步进行脱硫脱硝装置技术协议的制定和招标工作，工期拟定6个月。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正）》第一类 鼓励类 第三十八条 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 第15条款：“三废”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已在本溪市工信委完成备案，备案号本工信备字【2018】6号。

上述所有拟新开项目落实好前期工作，履行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开展环评等工作，具备开工条件后，下达投资

计划，开工建设。

投资风险分析：以上2018年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安全、环保、节能、降耗、可持续发展的大政方针。因此项目本身投资

风险可控。同时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风险控制手段；方案论证采取深入调研，紧跟市场，并注重收益；审批程序

上，严格按制度、流程、权限进行。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761� �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18-027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追溯调整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1日，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召开板材公司经理办公会议，会议审议

了《关于收购本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钢宝锦（沈阳）汽车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70%股权事宜》。本公司向公

司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 ）收购其持有的本钢宝锦（沈阳）汽车新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70%股权。2017年4月，公司完成上述股权的产权交割手续，将本钢宝锦（沈阳）汽车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公司与本钢宝锦（沈阳）汽车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受本钢集团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

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

并》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相关规定，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

司，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

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

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

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

二、追溯调整

1、对2017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追溯调整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余额

（

已重述

）

年初余额

（

未重述

）

调整金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2,982,977,188.24 12,931,912,017.84 51,065,170.40

应收票据

2,030,681,138.03 2,030,681,138.03

应收账款

623,865,427.25 623,865,427.25

预付款项

493,839,659.44 493,839,659.44

应收利息

4,208,818.85 4,208,818.85

其他应收款

117,909,972.49 117,909,972.49

存货

9,782,173,936.74 9,782,173,936.74

其他流动资产

513,398,815.83 513,398,815.83

流动资产合计

26,549,054,956.87 26,497,989,786.47 51,065,170.40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856,585.63 14,856,585.63 -9,000,000.00

固定资产

20,688,468,637.44 20,688,468,637.44

在建工程

6,210,673,674.11 6,210,673,674.11

工程物资

7,783,370.29 7,783,370.29

无形资产

259,837,410.93 259,837,410.93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6,101,254.04 476,101,254.0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648,720,932.44 27,657,720,932.44 -9,000,000.00

资产总计

54,197,775,889.31 54,155,710,718.91 42,065,170.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年初余额

（

已重述

）

年初余额

（

未重述

）

调整金额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18,762,472,779.48 18,762,472,779.48

应付票据

6,372,173,897.13 6,372,173,897.13

应付账款

5,680,244,661.52 5,680,244,661.52

预收款项

3,679,477,129.80 3,679,477,129.80

应付职工薪酬

24,063,493.70 24,063,493.70

应交税费

45,806,231.81 45,771,585.46 34,646.35

应付利息

75,115,265.66 75,115,265.66

其他应付款

460,014,298.78 460,009,213.78 5,085.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37,669,535.66 437,669,535.66

流动负债合计

35,537,037,293.54 35,536,997,562.19 39,731.35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3,448,931,721.62 3,448,931,721.62

应付债券

1,494,825,782.32 1,494,825,782.32

递延收益

410,399,000.00 410,399,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354,156,503.94 5,354,156,503.94

负债合计

40,891,193,797.48 40,891,154,066.13 39,731.35

所有者权益

：

股本

3,136,000,000.00 3,136,000,000.00

资本公积

9,156,845,542.05 9,114,845,542.05 42,000,000.00

专项储备

372,721.86 372,721.86

盈余公积

961,105,529.85 961,105,529.85

未分配利润

-496,947,619.42 -496,969,242.61 21,623.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57,376,174.34 12,715,354,551.15 42,021,623.19

少数股东权益

549,205,917.49 549,202,101.63 3,815.8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306,582,091.83 13,264,556,652.78 42,025,439.0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197,775,889.31 54,155,710,718.91 42,065,170.40

2、对上年同期合并利润表追溯调整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上年金额

（

已重述

）

上年金额

（

未重述

）

调整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29,526,012,651.08 29,526,012,651.08

其中

：

营业收入

29,526,012,651.08 29,526,012,651.08

二

、

营业总成本

28,532,767,412.24 28,532,803,997.64 -36,585.40

其中

：

营业成本

25,677,665,232.12 25,677,665,232.12

税金及附加

147,571,935.24 147,546,435.24 25,500.00

销售费用

903,232,507.02 903,232,507.02

管理费用

700,546,785.17 700,545,090.17 1,695.00

财务费用

967,614,992.29 967,678,772.69 -63,780.40

资产减值损失

136,135,960.40 136,135,960.40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2,019,053.44 2,019,053.44

资产处置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11,801,616.20 11,801,616.20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007,065,908.48 1,007,029,323.08 36,585.40

加

：

营业外收入

46,269,813.13 46,269,813.13

减

：

营业外支出

14,543,658.66 14,541,658.66 2,000.00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038,792,062.95 1,038,757,477.55 34,585.40

减

：

所得税费用

213,287,217.25 213,278,070.90 9,146.35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825,504,845.70 825,479,406.65 25,439.05

（

一

）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825,504,845.70 825,479,406.65 25,439.05

2．

终止经营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

二

）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少数股东损益

44,208,393.19 44,204,577.33 3,815.86

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1,296,452.51 781,274,829.32 21,623.19

六

、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825,504,845.70 825,479,406.65 25,439.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81,296,452.51 781,274,829.32 21,623.1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4,208,393.19 44,204,577.33 3,815.86

八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49 0.249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49 0.249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因同一控制合并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财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同意《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议案》；

2、公司因同一控制合并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4、财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因同一控制合并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财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追溯调整涉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761� �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18-025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延斌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孙延斌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2018年4月18日公司七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

议案，辞职后孙延斌先生将不在公司工作。孙延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孙延斌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孙延斌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财务总监赵中华女士代为行使董事会秘书职责，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

尽快选聘新任董事会秘书。

赵中华女士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电话：024-47823862

传真电话：024-47827004

联系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本钢一号门内能管中心5楼

电子邮箱： BGBC2018@163.com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761� �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18-023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辽宁恒亿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的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融资租赁业务概述

为了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与辽宁恒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亿租赁” ）签署《融

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年融资租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恒亿租赁均为本钢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年4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辽宁恒亿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

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汪澍先生、曹爱民先生、韩革先生、唐朝盛先生回避表决，其余3位有表决权的董事

均审阅了议案，并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该规定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概况

企业名称：辽宁恒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永全

注册地址：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1-4层）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4年09月0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395241596C

营业期限：2014年09月09日至2044年09月05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和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截止 2017年12月31�日， 恒亿租赁资产总额 1,807,569.66万元、 负债总额1,703,221.88万元、 净资产104,347.78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2,211.17万元，净利润2,483.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股东持股比例：本钢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51%的股权，本钢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49%的股权。

（二）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恒亿租赁均为本钢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恒亿租赁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恒亿租赁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合作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恒亿租赁签订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融资租赁主要内容

恒亿租赁根据公司所要求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有形动产或者不动产租赁给公司，合同期内租赁物所有

权属于恒亿租赁，公司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公司按照残值购入租赁物，以拥有其所有权。

2、融资额度

每年发生额不高于人民币50亿元。

3、租赁利率

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租赁期内随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变动动态调整。

4、租赁保证金

租赁保证金比例不高于租赁本金额度的30%。

5、租赁方式

融资租赁

6、租赁期限

不高于12年

7、支付方式

租金按三个月为一期，按期支付，本金与最后一期租金一次性同时支付。

8、租赁物所有权

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恒亿租赁所有；租赁期满，公司从恒亿租赁购回全部租赁物的所有权。

9、回购方式

租赁期满，公司按照残值购入租赁物，以拥有其所有权。

10、担保措施

无担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与恒亿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参照市场价

格水平确定租赁利率及手续费率。

五、履约能力分析

经测算每季度支付租金不超过6,250万元，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对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将不会产生

影响。

七、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主要是为了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比例，缓解流动资

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使公司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所以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无重

大影响。

八、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盘活资产，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本运作能力。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度公司与恒亿租赁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亿元,。

十、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我们认为该融资租

赁业务的开展，能有效改善公司融资结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情形。该事项

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向恒亿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与辽宁恒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事

项是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增加长期负债比例，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

资渠道。本次交易定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

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融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书；

4、独立董事意见；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761� � 200761� �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 � �公告编号：2018-022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目前，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已用完，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继续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期限

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委托理财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临时周转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求较好的投资回报。

2、投资额度：使用理财资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3、投资品种：公司进行资金理财产品交易的标的为安全性高、低风险、稳健型类理财产品，具体仅限于固定收益类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主要投资标的的

理财产品。

4、委托理财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作为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不挤占公司正常运营和项目建设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合规。

三、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本次委托理财项目，需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公司设立理财小组，由总经理、主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人员组成，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理财操

作事项，并向理财小组报告工作。具体经办人员在理财小组的领导下和公司授权的资金使用范围内，进行具体操作。

每笔理财必须由经办人提交基本情况报告、投资理财分析报告及预计收益情况分析报告，经公司相关制度规定的授

权人签字后方可执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

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的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公司效益。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

主要面临的风险有：

(1)投资风险；

(2)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3)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2、拟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

（1）公司已制定《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理财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的原则、范围、权

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

风险。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2）公司进行资金理财产品交易的标的为安全性高、低风险、稳健型类理财产品，具体仅限于固定收益类银行及

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

品。

（3）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六、2017年度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7年1-12月份， 公司充分利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购买了总额68,000万元的银行理财产品， 实现投资收益

329.46万元。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能够保证理财投资的资金安全。

2、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用于固定收益类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收益相对稳定，不投资

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证券相关的投资。

3、公司利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

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可以提升资金使用效

率，提高资金收益，增加股东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表决

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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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需对公司部分存货、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分

别计提准备，具体内容如下：

一、存货跌价准备

2017年期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公司部分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

2017期末新提取存货跌价准备52,120,715.34元，减少当期损益52,120,715.34元。

2017年由于上期提取存货跌价的存货本期销售，本期转销58,231,089.39元，增加当期损益58,231,089.39元。并对以

前年度提取的4,894,918.76元存货跌价准备重新进行了确认，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57,015,634.10元。

二、坏账准备

2017年期末，对公司回收有困难的应收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依据账龄分析法，需要重新计提坏账准

备。公司2017期末新提取坏账准备 51,417,469.00元，减少当期损益51,417,469.00元。

2017年期末， 对以前年度提取的273,245,670.80元坏账准备重新进行了确认， 期末坏账准备余额为324,663,139.80

元。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2016年期末，公司参股的中钢上海钢材加工有限公司持续亏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公司对此项投资计

提了减值准备14,414,693.00元。2017年该公司经营未见根本好转，对该项减值准备重新进行了确认。

四、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17年公司对部分停用的固定资产进行拆除，对前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按会计准则冲减营业外支出，增加当期

损益10,401,722.01元。

2017年期末，对以前年度提取的10,759,140.50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重新进行了确认，期末固定资产减值余额为10,

759,140.50元。

以上四项准备合计影响当期损益34,905,372.94元。

五、表决程序

公司已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公司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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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续租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4月20日签订《2300热轧机生产线续租协议》(内容详见公司2015-016

号关联交易公告)，已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上述生产线如由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行使用将与公司产生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故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将其投资的2300mm热轧机生产线继续租赁给公司使用。

2018年4月18日，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会议室签署《2300热轧机生产线续租协议》。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本公司之关联企业，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年4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2300

热轧机生产线续租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汪澍先生、曹爱民先生、韩革先生、唐朝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

余3位有表决权的董事均审阅了议案，并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该规定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韩革

成立日期：1996年7月10日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53.69亿元

主营业务：钢铁冶炼、矿山开采、板材轧制、制管、发电、特钢型材、供暖、水电风气供应、金属加工、机电修造、设备

制造、建筑安装、铁路、公路运输、进出口贸易、旅游、住宿、饮食娱乐服务；印刷、报刊发行、建筑材料、耐火材料、计器仪

表、物资供销、房地产开发、科研、设计、信息服务、物业管理、通讯、废钢铁收购、加工和销售、房屋、人防工程租赁、钢材

调剂、废油收购（以上项目限分公司经营）、资产经营管理、《本钢日报》出版；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本钢

日报）发布国内外广告、设计、制作电视台广告。

注册地点：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办公地点：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0119726263U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辽宁省国资委下属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截止2017年12

月31日，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994.8亿元，总负债845.38亿元，资产负债率84.98%，所有者权益149.43亿

元，2017年度利润总额4.93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2300mm热轧机生产线由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

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4月20日签订2300热轧机生产线《租赁协议》(内容详见公司2015-016

号关联交易公告)，已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上述生产线如由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行使用将与公司产生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故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将其投资的2300mm热轧机生产线继续租赁给公司使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续租时间

2018年1月1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止。

2、定价依据及租金

本次交易定价在综合考虑甲方购买2300mm热轧机生产线原值计提的折旧及国家附加税金为基础，并由交易双方

根据生产、设备运行及加工利润情况协商确定利润分成，折旧、国家附加税金和利润分成总和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加工

费总额的35%，预计最高年租金不超过5亿元。

【注：租赁费最大值构成测算依据：1、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2300mm热轧机生产线原值为502400万元。

2、平均折旧年限15--18年、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3、最大计提的折旧约为33,258.8万元（按集团分类折旧计算，综合折

旧率约为6.62%--5.55%。）4、国家附加税金约为1691.2万元（税金1510万元，附加181.2万元）。以上两项合计为34,950万

元。2017年2300mm热轧机生产线加工费总额为14.35亿元】

3、协议的生效

本续租协议经甲、乙双方有权机构批准且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续租协议其他条款，仍按原《租赁协议》执行并保持不变。本续租协议是原《租赁协议》不可分割部分，与原

《租赁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在租赁期间，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机构等相关要求或根据甲乙双方的客观实际需要，双方有权改变

2300mm热轧机生产线的经营方式，经一方提议，双方书面确认，本协议可以终止。

续租协议届满前30日，经双方一致同意，可延长续租期限。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继续保证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推进公司“打造精品板材基地” 的发展战略，避免公司与本钢集团

的同业竞争，减少公司和本钢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2300mm热轧机生产线经过几年的生产经营，从租赁情况来分析，该条生产线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增利空间，继续

租赁本钢集团2300mm热轧机生产线，对公司是有利的。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1月1日至今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68.54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3位独立董事赵希男先生、钟田丽女士、金永利先生于会议前对上述关联交易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

讨论。3位独立董事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该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

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推进“打造精品板材基地”发展战略，避免了同业竞争，减少了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中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并履行相关协议

下的交易。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300mm热轧机生产线《续

租协议》事项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考虑，且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具有必要性，定价公允。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

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续租协议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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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4月24日-2018年4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4月24日15:00�至2018年4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厦门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公司16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股权登记日：2018年4月18日

8、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9、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9、关于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关于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2、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上述议案6、7、8、10、11、12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

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计票结果

将及时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18年4月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上做2017年度述职报告。

三、提案编码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项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6.00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00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

9.00

关于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12.00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8年4月23日（星期一），上午8:30至17:00；

2、登记地点：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七匹狼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部；

3、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00至17:

00持股东账户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

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

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18年4月23

日17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95-85337739� � � � � � � �传真：0595-85337766

联系人：蔡少雅 邮政编码：362251

2、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29” ，投票简称为“七匹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4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或本单位）作为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授权 先

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

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

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00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6.00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00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考核

办法

√

9.00

关于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

12.00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

1、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

被视为代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2、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

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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