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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年末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如能单独确定减值风险的， 根据其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公司把应收款项按款项 性质划分为无风险组合和信用风险

组合，无风险组合计提比例为零，信用风险组 合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并确定以下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账龄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1-2年 10%

2-3年 30%

3年以上 50%

2．计提与核销情况

2017年公司无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发生减值。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916.58万元， 转销

84.64万元，年末坏账准备余额为64,076.93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2017年度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及核销情况

单位：元

种 类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占总额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527,662,674.29 24.80 420,128,126.85 79.6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1,448,442,008.58 68.06 45,079,613.90 3.11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151,867,081.36 7.14 137,114,833.53 90.29

合 计 2,127,971,764.23 100.00 602,322,574.28

● 年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应收款项内容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理 由

山西鑫邦贸易有限公司 273,841,400.07 70.00% 191,688,980.05 预计大部分无法收回

郑州通茂实业有限公司 253,821,274.22 90.00% 228,439,146.80 预计大部分无法收回

合 计 527,662,674.29 420,128,126.85

●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项 目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占总额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1年以内 609,351,511.96 94.38 30,467,575.60 5

1－2年 8,164,788.68 1.26 816,478.87 10

2－3年 1,286,180.82 0.20 385,854.25 30

3年以上 26,819,410.35 4.15 13,409,705.18 50

合计 645,621,891.81 100 45,079,613.90

●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按照无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应收关联方款项 16,667,847.03

应收信用良好客户 786,152,269.74

合计 802,820,116.77

● 年末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元

应收款项内容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

理 由

太原钢联不锈钢有限公司 88,927,084.64 90.00% 80,034,376.18 预计大部分无法收回

山西万昌达商贸有限公司 58,595,393.65 90.00% 52,735,854.28 预计大部分无法收回

上海兴信厨房用具有限公司 4,344,603.07 100.00% 4,344,603.07 预计大部分无法收回

合 计 151,867,081.36 137,114,833.53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计提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转回 转销

2016年 317,361,598.28 277,232,638.04 4.14 594,594,232.18

2017年 594,594,232.18 7,728,342.10 602,322,574.28

（2）2017年度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及核销情况

其他应收款构成

单位：元

种类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占总额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

收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

收款

70,061,557.45 65.36 1,317,383.94 1.88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37,129,307.31 34.64 37,129,307.31 100.00

合 计 107,190,864.76 100.00 38,446,691.25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元

项 目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占总额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提比例%

1年以内 22,309,138.55 91.81 1,115,456.93 5

1－2年 1,982,470.10 8.16 198,247.01 10

2－3年 0.00 0.00 0.00 30

3年以上 7,360.00 0.03 3,680.00 50

合计 24,298,968.65 100.00 1,317,383.94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按无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元

项 目 年末账面余额

应收关联方款项 10,563,451.55

保证金 16,438,207.62

代垫运费 15,198,933.71

工程前期费 262,264.15

其他 3,299,731.77

合计 45,762,588.80

年末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元

其他应收款内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预付材料款 35,743,179.56 35,743,179.56 100 预付期较长，收回可能性较小

暂付款项 1,386,127.75 1,386,127.75

其中：低易品款 1,386,127.75 1,386,127.75 100 预付期较长，收回可能性较小

合计 37,129,307.31 37,129,307.31

本期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

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销程

序

款项是否因关联交易产生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服务费 846,427.35 无法收回 法院裁定 否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变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计提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转回 转销

2016年 33,970,971.86 3,884,686.34 0.13 37,855,658.07

2017年 37,855,658.07 1,437,460.53 846,427.35 38,446,691.25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与核销情况

1、计提方法

年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

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

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年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

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计提与核销情况

2017年末， 本公司存货余额8,014,440,349.01元，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317,896,992.62元。 当年计提跌价准备475,357,

009.78元，其中原料计提88,523,330.32元，辅助材料计提17,999,968.75元，大型工具计提574,644.40元，在产品、自制半成品

计提159,400,103.55元，库存商品计提208,858,962.76元；转回已计提的减值准备87,981,073.24元，核销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694,087,102.02元。 年末存货净额为7,696,543,356.39元。

三、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准备情况

1、计提方法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2、计提与核销情况

本公司2017年末投资性房地产无减值情况发生。

四、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情况

1、计提方法

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减值损失是根据其账面价值与

按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进行确定。

其他长期股权投资，如果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该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差额确

认为减值损失。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再转回。

2、计提与核销情况

由于本公司子公司山西太钢不锈钢钢管有限公司（简称“不锈钢管公司” ）经营亏损，2015年已对不锈钢管公司的

投资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395,696,324.30元，2016年补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83,056,711.33元， 累计578,753,

035.63元，2017年补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1,246,964.37元，累计600,000,000.00元，于合并报表中作抵消处理。

由于本公司合营公司天津天管太钢焊管有限公司（简称“天津焊管公司” ）经营亏损且已停产， 2016年已对天津

焊管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10,085,315.14元，2017年末余额210,085,315.14元。

五、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长期非金融资产的减值准备情况

1、计提方法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长期非金融资产，公司在每年末判断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

象。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

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长期非金融资产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2、计提与核销情况

2017年年初本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21,934,633.14元，本年计提383,231,502.45元，2017年年末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余额为405,166,135.59元。

本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子公司不锈钢管公司。不锈钢管公司无缝钢管的生产线自投产以来产销量和销

售价格未达预期，公司认为主要是受钢铁行业整体形势的影响，属暂时状况。 2017年受益于去产能政策影响，钢铁行业

形势好转，但不锈钢管公司的无缝管产品产销量仍未达预期，2017年度经营结果仍为亏损。 鉴于此，公司认为不锈钢管

公司相关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经实施减值测试，无缝钢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2,121,694,348.58元，账面价值为2,501,

844,096.13元，需计提减值准备380,149,747.55�元。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上述计提及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17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各项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充分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

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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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超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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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基本情况

（一）概述

根据山西省国资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22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

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号）要求，2017年8月，山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有的公司控股

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 ）。 国

投公司成为公司控制人，国投公司及所控制的省属企业及其子企业自2017年8月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

公司2017年初无法预计与国投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中包含与国

投公司部分子公司发生的新增关联交易389973.49万元。 上述事项表决程序如下：

1.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将提交2017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2.表决时，关联董事张志方、高建兵、柴志勇、李华及李建民回避表决。

3.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在该公司任职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辅料等 141,906.99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等 23,251.57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原辅料等 8,884.18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 103,818.16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燃料 49,824.41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 28,619.66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燃料 8,695.4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钢材 20,095.18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钢材 4,454.7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劳务费 423.12

合计 389,973.4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矿产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工业盐、农副产品、橡胶制品、钢材、建材、

五金交电、塑料制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的销售；发供电；进出口业务（除国家统一经营以外的商品和技术）等。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819.92亿元；净资产：123.86亿元；营业收入：459.42亿元；净利润：0.13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2）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华太

注册资本：567639.32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等。

住所：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1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934.18亿元；净资产：733.84亿元；营业收入：1028.33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3）公司名称：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红

注册资本：758037.23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限分支机构)、矿石开采；煤炭加工；煤层气开发；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建筑安

装、勘察设计；物资供销；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等。

住所：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1387014万元；净资产：3664724万元；营业收入：11693032万元；净利润：3083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4）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创民

注册资本：129527.60万元

主营业务：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环保、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轴

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检测、

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等。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4496563万元；净资产：630181万元；营业收入：1089575万元；净利润：-3028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5）公司名称：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启瑞

注册资本：36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的运输和销售；投资煤炭企业；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自有房屋租赁；能源领域投资；提供煤炭信

息咨询服务；煤层气投资；发电、输变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电力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采

购和销售。

住所：太原市迎泽区开化寺街86号五层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557.61亿元；净资产：543.09�亿元；营业收入：737.39�亿元；净利润：2.14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6）公司名称：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晋平

注册资本：419881.6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的生产、销售等。

住所：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1363115万元；净资产：3250305元；营业收入：12549207万元；净利润：29170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上述关联人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除特别说明外，上述关联人介绍中币种均为人民币。

2.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结算方式，并在具体的关

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

2.上述交易价格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方式合理，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

3.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自愿、公平、合理地进

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公司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经我们核查认为：董事会在对相关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方五名董事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的上述

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

定价公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8-01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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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预计2018年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366.18亿元，2017年实际发生额276.13亿

元。 上述事项表决程序如下：

1.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将提交2017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2.表决时，关联董事张志方、高建兵、柴志勇、李华及李建民回避表决。

3.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在该公司任职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协议价

市场价

916,160.00

553,195.26

790,941.08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原辅料、备件等 市场价 5,000.00 104,858.42

太钢进出口（香港）有限公司 原辅料、备件等 市场价 946,700.00 645,257.46

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

易有限公司

原辅料、备件等 市场价 144,100.00 29,422.21

山西太钢万邦炉料有限公司 原辅料等 市场价 167,300.00 65,522.12

山西禄纬堡太钢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

原辅料、废钢等 市场价 26,900.00 17,948.65

山西宝太新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市场价 48,200.00 39,497.94

山西太钢哈斯科科技有限公司 废钢等 市场价 20,000.00 19,220.06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市场价 8,100.00 7,648.68

太钢集团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市场价 5,650.00 6,622.69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等 市场价 61,380.00 23,251.57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原辅料等 市场价 24,310.00 150,791.17

小计 2,373,800.00 1,900,982.05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太钢集团子公司 能源 市场价 5,000.00

112,815.25

3,374.16

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

有限公司

能源 协议价 120,000.00 114,731.47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燃料 市场价 131,540.00 49,824.41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燃料 市场价 103,030.00 28,619.66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 市场价 274,240.00 103,818.16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 市场价 15,880.00 6,125.43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燃料 市场价 6,750.00 2,570.03

小计 656,440.00 309,063.32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市场价 43,400.00

120,901.59

38,303.79

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

有限公司

能源等 市场价 60,000.00 56,971.60

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福利总

厂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市场价 31,100.00 11,982.79

太钢集团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市场价 11,120.00 14,358.69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00.00 32,619.71

太原太钢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钢材 市场价 290,000.00 271,200.30

山西宝太新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市场价 30,000.00 35,416.94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市场价 6,090.00 5,219.96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48,230.00 20,095.18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0,670.00 4,454.76

小计 531,310.00 490,623.72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太钢集团子公司 租赁、服务费 协议价 3,700.00

694.89

2,529.2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费 协议价 300.00 256.32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服务费 协议价 300.00 191.99

小计 4,300.00 2,977.5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劳务费 协议价 6,500.00

5,708.82

5,947.65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劳务费 市场价 30,000.00 2,519.60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劳务费 协议价 1,733.00 753.07

太钢集团子公司 劳务费 协议价 12,500.00 12,573.35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加工费 协议价 2,000.00 986.24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劳务费 市场价 1,020.00 423.12

小计 53,753.00 23,203.03

贷款

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利息支出 协议价 13,600.00

1,564.29

12,063.03

太钢集团子公司 利息支出 协议价 3,400.00 2,891.55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协议价 200.00 0.63

小计 17,200.00 14,955.21

存款 太钢集团子公司 利息收入 协议价 6,000.00 1,590.22 3,903.46

经营租赁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 协议价 9,000.00 2,040.50 8,184.03

太钢集团子公司 租赁 协议价 10,000.00 2,451.04 7,420.70

总计 3,661,803.00 800,961.86 2,761,313.0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790,941.08

2,001,460

15.88%

-13.72%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104,858.42 2.11%

太钢进出口（香港）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645,257.46 12.96%

山西太钢万邦炉料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65,522.12 1.32%

山西禄纬堡太钢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17,948.65 0.36%

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29,422.21 0.59%

山西宝太新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等 39,497.94 0.79%

山西太钢哈斯科科技有限公司 废钢等 19,220.06 0.39%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原辅料等 7,648.68 0.15%

太钢集团子公司 原辅料等 6,622.69 0.13%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辅料等 141,906.99

未预计

2.85%

不适用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等 23,251.57 0.47%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原辅料等 8,884.18 0.18%

小计 1,900,982.05 2,001,460 38.18%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太钢集团子公司 能源 3,374.16

122,000

0.07%

-3.19%

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有

限公司

能源 114,731.47 2.30%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 103,818.16

未预计

2.09%

不适用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燃料 49,824.41 1.00%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燃料 28,619.66 0.57%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燃料 8,695.46 0.17%

小计 309,063.32 122,000 6.2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38,303.79

551,820

0.57%

-15.54%

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有

限公司

能源等 56,971.60 0.84%

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福利总厂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11,982.79 0.18%

太钢集团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14,358.69 0.21%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钢材 32,619.71 0.48%

太原太钢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钢材 271,200.30 4.00%

山西宝太新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35,416.94 0.52%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原辅料、钢材、备件、能源等 5,219.96 0.08%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钢材 20,095.18

未预计

0.30%

不适用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钢材 4,454.76 0.07%

小计 490,623.72 551,820 7.25%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太钢集团子公司 租赁、服务费 2,529.20

1,550

73.15%

92.1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费 256.32 7.41%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服务费 191.99 5.55%

小计 2,977.51 86.11%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费 5,947.65

46,010

6.22%

-50.49%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费 2,519.60 2.63%

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服务费 753.07 0.79%

太钢集团子公司 服务费 12,573.35 13.15%

太钢集团联营公司 服务费 986.24 1.03%

国投公司部分子公司 劳务费 423.12 未预计 0.44% 不适用

小计 23,203.03 46,010 24.26%

贷款

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12,063.03

17,200

9.03%

-13.05%

太钢集团子公司 利息支出 2,891.55 2.17%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0.63 0.00%

小计 14,955.21 11.20%

存款 太钢集团子公司 利息收入 3,903.46 5,000 84.45% -21.93%

经营租

赁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 8,184.03

16,500

100.00%

-5.43%太钢集团子公司 租赁 7,420.70 100.00%

小计 15,604.73

总计 2,761,313.03 2,761,54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根据山西省国资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22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

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号）要求，2017年8月，山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有的公司控股

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 ）。

国投公司成为公司控制人，国投公司及所控制的省属企业及其子企业自2017年8月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公司2017

年初无法预计与国投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中包含与国投公司部分子

公司发生的新增关联交易389973.49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由于公司控制人变化，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范围扩大致使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公司之前的

日常非关联交易变为日常关联交易，属于2017年初无法预计的事项。 新增范围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所必要的，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祥明

注册资本：667468.00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生铁、钢坯、钢材。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2号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5851171万元；净资产：254229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60873万元；净利润：4568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

（2）公司名称：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华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主营业务：冶金原辅料、设备、备件、技术及钢材产品的进出口、转口贸易及国内贸易，承办进出口贸易的国际货运

代理业务。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2号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177191.89万元；净资产：137999.5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81371.27万元；净利润：6830.63

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3）公司名称：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福利总厂

法定代表人：王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钢材、纯铁、特钢、电渣、废钢材加工；不锈钢制品、铁艺围栏、劳保用品等产品。

住所：太原市尖草坪区太钢南厂区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19220.79万元；净资产：8023.3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286.91万元；净利润：209.09�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4）公司名称：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志勇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设计、工程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工程咨询、评估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冶金新产品新材料

推广销售、设备租赁等。

住所：太原市胜利街327号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60142.38�万元；净资产：15608.7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194�万元；净利润：-2041.12� 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5）公司名称：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学锋

注册资本：57793万元

主营业务：加工、制造、销售钢材、钢铁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等。

住所：临汾市桥东街3号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86612万元；净资产：-27391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2015万元；净利润：-61577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6）公司名称：山西太钢万邦炉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璟

注册资本：45135万元

主营业务：铬铁及其他相关铁合金材料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关技术输出；原料、燃气及相关副产品的生产及

销售；发电业务；蒸汽生产及销售；进出口业务。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工业园区电厂路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196001万元；净资产：4554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0888万元；净利润：106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7）公司名称：山西禄纬堡太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耐火材料生产、销售，理化检验及延伸服务，工程检修，机械加工，技术咨询、服务，炉窑工程施工及其他

热设备耐火方案设计、制作、安装等。

住所：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故县村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36351.61万元；净资产：6617.2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7972.87万元；净利润：3178.66� 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8）公司名称：太钢进出口（香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华

注册资本：192698.84万港元

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住所：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一座2601室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902825万港元；净资产：252001万港元；主营业务收入：915378万港元；净利润：5412万港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9）公司名称：太钢（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华

注册资本：16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1号海丰物流园8-1-3-106区域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301405.35万元；净资产：110467.7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419.27万元；净利润：4537.43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10）公司名称：太原太钢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立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主营业务：新型合金材料、不锈钢和碳素钢金属制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住所：太原市尖草坪区不锈钢产业园区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86061万元；净资产：5547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41727万元；净利润：3208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母公司的联营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项。

（11）公司名称：太原钢铁（集团）比欧西气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力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主营业务：设计、开发、制造、净化工业气体及贮存设备与蒸发器，在国内外市场销售上述自产产品，并提供技术咨

询与售后服务，危险货物运输。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2号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129964.22万元；净资产：72217.9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7569.71万元；净利润：16816.48

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母公司的合营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项。

（12）公司名称：山西太钢哈斯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清洁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主营业务：钢渣、尾渣的综合利用和处理；回收钢渣、尾渣中的金属；生产和销售利用钢渣、尾渣制成的副产品。

住所：太原市阳曲县候村乡赵庄村村南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42126.22万元；净资产：36072.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849.78万元；净利润：4805.19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母公司的联营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项。

（13）公司名称：山西宝太新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兴国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钛、不锈钢新工艺、新技术开发；销售钛、不锈钢、钛合金、钢材、金属制品（除限制品）及技术咨询服务

等。

住所：太原市尖草坪2号5425幢1-2层

2017年度财务数据，总资产：23768万元；净资产：2102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7700万元；净利润：864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联营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项。

（14）公司名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注册资本：198245.614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销售；新能源开发；煤炭、焦炭产业投资；煤焦及其副产品的仓储出口；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金属及非

金属矿产品（稀贵金属除外）、钢材、生铁、合金等的批发及零售等。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4508977万元；净资产：871238万元；营业收入：3815695万元；净利润：73355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15）公司名称：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矿产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工业盐、农副产品、橡胶制品、钢材、建材、

五金交电、塑料制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的销售；发供电；进出口业务（除国家统一经营以外的商品和技术）等。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819.92亿元；净资产：123.86亿元；营业收入：459.42亿元；净利润：0.13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16）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华太

注册资本：567639.32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等。

住所：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1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934.18亿元；净资产：733.84亿元；营业收入：1028.33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17）公司名称：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红

注册资本：758037.23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限分支机构)、矿石开采；煤炭加工；煤层气开发；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建筑安

装、勘察设计；物资供销；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等。

住所：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1387014万元；净资产：3664724万元；营业收入：11693032万元；净利润：3083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18）公司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创民

注册资本：129527.60万元

主营业务：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环保、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轴

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修理、改造、检测、

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等。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4496563万元；净资产：630181万元；营业收入：1089575万元；净利润：-3028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19）公司名称：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启瑞

注册资本：36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的运输和销售；投资煤炭企业；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自有房屋租赁；能源领域投资；提供煤炭信

息咨询服务；煤层气投资；发电、输变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电力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采

购和销售。

住所：太原市迎泽区开化寺街86号五层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557.61亿元；净资产：543.09�亿元；营业收入：737.39�亿元；净利润：2.14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20）公司名称：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晋平

注册资本：419881.6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的生产、销售等。

住所：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1363115万元；净资产：3250305万元；营业收入：12549207万元；净利润：29170万

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21）公司名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有喜

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煤炭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工；工业设备（含锅炉、电梯）安装、租赁，特种设备安装；生

铁冶炼；建材生产；仪器仪表制造、维修；煤矿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地质勘查，地质水文勘测等。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

2017年三季度末财务数据，总资产：29615950万元；净资产：4518370万元；营业收入：11426196万元；净利润：-66261

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

上述关联人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除特别说明外，上述关联人介绍中币种均为人民币。

2.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加成比例不高于成本价的5%，

与非关联方一致；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如果有国家政府制定价格的，

按照国家政府制定的价格执行。

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及结算方式，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说明：市场价格获取方法及成本加成原则

（1）市场价格获取方法，主要来源于行业惯用的网站公布价格或太原市周边活跃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

（2）采用成本加成的，成本为生产本产品所消耗的原料、辅料、能源以及应由本产品所承担的各项费用之和，利润

加成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成本费用的5%。

2.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在下面协议签署情况中具体披露。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署了《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协

议有效期为3年。

协议名称 关联人 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 结算方式

主要原辅料供应

协议

太原钢铁 （集

团）有限公司

主要原、辅料———精矿粉、球团、冶金白灰、硅铁、石灰石、白云

石、脱硫剂、脱磷剂、涂层颗粒镁、铁磷、耐火材料等。

协议价

按实际用量月

结算

2.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协议有效

期为3年。

协议名称 关联人 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 结算方式

综合服务协议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太钢不锈及其下属成员与太钢集团及其下属成员相互

提供产品和服务。

协议价/市场

价

按月支付

3.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协

议有效期为3年。

租赁方 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 结算方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办公占用5419650.17平方米土

地的使用权

每年8161.9932万元 按月平均支付

太原钢铁(集团)金属回收加工贸易

有限公司

生产、 办公占用14630平方米土地的

使用权

每年22.0328万元

每年12月15日前支付本年

度租金

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署了《进口业务委

托代理协议》，协议有效期为3年。

协议名称 关联人 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 结算方式

《进口业务委托代理

协议》

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

济贸易有限公司

代理进口不锈废钢、 镍铬合

金、设备

协议价 在货物交付时同时支付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

2.上述交易价格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方式合理，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

3.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自愿、公平、合理地进

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公司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经我们核查认为：董事会在对相关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方五名董事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的上述

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

定价公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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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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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于2018年6月20日下午2:30召开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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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星期三）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8年6月19日下午3:00，投票结束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下

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6月1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8年6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在该公司任职的张志方先生、高建兵先生、柴志勇先生、李华先生、李

建民先生在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8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

议案》时需回避表决且不能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对该议案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5.《关于2017年度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议案》

6.《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18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8.《关于公司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9.《关于聘用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关于聘用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1.《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的议案》

12.《关于公司2018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13.《关于2018年度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方案的议案》

1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5.《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其中，议案11和议案12为关联交易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14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二）上述议案已经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17年

度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公告》、《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的公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告》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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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

5.00 《关于2017年度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议案》 √

6.00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8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

9.00 《关于聘用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聘用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的议案》

12.00 《关于公司2018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13.00 《关于2018年度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方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5.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18年6月18日～19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4：30）

4.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5.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太原市尖草坪街2号，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安峰先生 季占璐先生

邮编：030003� �电话：0351一2137728� � �传真：0351一2137729

电子信箱（E一mail）： tgbx@tisco.com.cn

本次股东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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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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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825

投票简称：太钢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所有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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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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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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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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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1．委托人名称： 持股数： 股 股份性质：

2．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3．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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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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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

5.00 《关于2017年度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议案》 √

6.00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8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

9.00 《关于聘用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聘用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计的议案》

12.00 《关于公司2018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13.00 《关于2018年度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方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5.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表决：

□可以 □不可以

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八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25� � �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2018-01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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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根据财政部2017年4月18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要求，从2017年5月28日起，在利润表中的“净利润” 项目之下新增“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二）根据财政部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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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在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的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在2017年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4,368,599,683.79元和“终止经营净利

润” 0.00元，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在2016年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1,026,706,847.53元和“终止经营净利

润” 0.00元。

（二）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在利润表中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本次会计政策调减营业外收入48,958.19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48,958.19元，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在2016年利润表中调减营业外收入598,558.70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598,558.70元。

以上两项对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利润均无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及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2018年 4月 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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