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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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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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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26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25日-2019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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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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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11月25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26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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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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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2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或其代理

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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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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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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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会议地点：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13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

提案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提案；

提案1.0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方式、交易对方的确定

提案1.0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提案1.03、交易保证金安排

提案1.04、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提案1.05、交易的费用和成本安排

提案1.06、交易条件

提案1.07、交易所涉及产权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

提案1.08、过渡期损益归属

提案1.09、债权债务处理

提案1.10、人员安置

提案1.11、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提案1.12、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提案2、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提

案；

提案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提案；

提案4、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提案5、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提案；

提案6、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提案；

提案7、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提案8、关于公司与上海祥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提案；

提案9、关于资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提案；

提案10、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提案；

提案11、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提案；

提案1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说

明的提案；

提案1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提案；

提案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提案；

提案1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2、提案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2019年10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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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提案 -

1.01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方式、交易对方的确定 √

1.02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1.03 交易保证金安排 √

1.04 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

1.05 交易的费用和成本安排 √

1.06 交易条件 √

1.07 交易所涉及产权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 √

1.08 过渡期损益归属 √

1.09 债权债务处理 √

1.10 人员安置 √

1.11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1.12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

2.00 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 √

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提案 √

4.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

5.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提案

√

6.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提案

√

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与上海祥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提案 √

9.00

关于资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提案

√

10.00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提案 √

11.0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提案 √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

的提案

√

1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提案 √

14.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提案 √

15.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

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内容见本通知附件）和证券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请于2019年11月25日17:00前，将签妥的《授权委托书》传

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备查（会场正式报到时出具相关原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1月25日（9:00-11:30，13:30-17:00）；

3、登记地点：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13楼,邮编：410015；

4、 会议联系方式： 王婷 （电话：0731-85196775； 传真：0731-85196144； 电子邮箱：

wud@nhbiogroup.com）；

5、会议费用：食宿交通费等由股东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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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04” ，投票简称为“南华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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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对总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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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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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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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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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6日的交易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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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5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

结束时间为2019年11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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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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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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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 出席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11月26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

对下列提案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户： 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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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提案 √

1.01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方式、交易对方的确定 √

1.02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1.03 交易保证金安排 √

1.04 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

1.05 交易的费用和成本安排

1.06 交易条件

1.07 交易所涉及产权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

1.08 过渡期损益归属

1.09 债权债务处理

1.10 人员安置

1.11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12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2.00

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

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提案

4.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5.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提案

6.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提案

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8.00

关于公司与上海祥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产权交易合同》的提案

9.00

关于资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提案

10.00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审计报告、 审阅报告

及资产评估报告的提案

11.0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提案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 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的提案

13.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

提案

14.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

关事宜的提案

15.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字: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文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占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占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806,088,771.37 15,994,547,574.74 -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31,768,645.42 7,445,760,159.78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79 2.69 3.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5,013,257.24 1,692,167,818.04 -22.2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47 0.61 -22.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112,752,527.35 15,804,130,313.14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889,388.04 1,276,945,758.56 -6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74,581,386.22 1,285,687,213.58 -63.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18.29 减少12.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46 -66.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46 -66.96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5 18.41 减少12.16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4,313,009.75 -64,316,501.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86,450.96 2,746,534.5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

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55,000.00 84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932.84 -9,526,030.63

所得税影响额 15,548,656.49 17,563,999.40

合计 -46,645,969.46 -52,691,998.1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5,0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57,960,606 34.57 0 质押 464,112,000 国家

天津泰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2,607,157 19.94 0 质押 452,2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311,179,639 11.2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 235,569,475 8.50 0 质押 235,569,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付小铜 22,098,706 0.8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惠工 15,450,041 0.5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伟 13,680,000 0.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常淑荣 10,774,0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方威 7,548,039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纪新 6,560,000 0.2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57,960,606 人民币普通股 957,960,606

天津泰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2,607,157 人民币普通股 552,607,157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311,179,639 人民币普通股 311,179,639

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 235,569,475 人民币普通股 235,569,475

付小铜 22,098,706 人民币普通股 22,098,706

徐惠工 15,450,041 人民币普通股 15,450,041

刘伟 13,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80,000

常淑荣 10,7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74,000

方威 7,548,039 人民币普通股 7,548,039

王纪新 6,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凌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九江萍钢钢铁

有限公司与方威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比较合并财务报表各科目金额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9月30日/2019年1-9

月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9

月

变动幅度

（%）

说明

应收票据 1,199,538,136.86 898,624,462.78 33.49 （1）

应收账款 81,925,469.62 52,961,147.72 54.69 （2）

预付款项 314,571,734.08 176,302,638.18 78.43 （3）

存货 1,446,288,640.63 2,245,602,918.20 -35.59 （4）

其他流动资产 62,066,194.14 45,237,568.91 37.20 （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950,000.00 -100.00 （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1,790,000.00 不适用 （6）

在建工程 272,316,710.34 208,593,991.05 30.55 （7）

应交税费 17,016,340.17 228,555,960.41 -92.55 （8）

应付利息 39,836,471.50 -100.00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3,333,333.33 1,693,802,000.00 -92.13 （10）

长期应付款 226,107,005.67 不适用 （11）

递延收益 21,828,275.51 15,311,595.55 42.56 （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459,673.01 21,562,909.79 69.09 （13）

其他综合收益 -15,040,118.93 不适用 （14）

专项储备 13,564,508.68 27,517,765.39 -50.71 （15）

财务费用 54,701,658.75 121,128,657.07 -54.84 （16）

营业利润 647,285,473.93 1,731,031,961.64 -62.61 （17）

营业外支出 74,566,884.81 14,132,660.76 427.62 （18）

利润总额 573,446,433.55 1,718,347,736.51 -66.63 （19）

所得税费用 151,557,045.51 441,401,977.95 -65.66 （20）

净利润 421,889,388.04 1,276,945,758.56 -66.96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0,579.45 -38,908,971.33 不适用 （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9,112,931.54 185,519,411.77 -180.38 （23）

变动说明：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300,913,674.08元，主要是公司盈利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28,964,321.90元，主要是应收出口货款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138,269,095.90元，主要是预付商品款增加所致。

（4）存货较年初减少799,314,277.57元，主要是消耗冬储期存货和钢材库存降低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16,828,625.23元，主要是预付海关进口增值税增加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20,950,000.00元，主要是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其调整到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所致。

（7）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63,722,719.29元，主要是原料厂改造工程、烧结系统改造工程投

入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211,539,620.24元，主要是本期实缴税金大于应缴税金所致。

（9）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39,836,471.50元，主要是支付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1,560,468,666.67元， 主要是偿还公司债券所

致。

（11）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增加226,107,005.67元，主要是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12）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6,516,679.96元，主要是收到公路立交桥政府补助所致。

（13）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14,896,763.22元，主要是500万元以下设备一次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形成应纳税时间性差异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15,040,118.93元，主要是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调整

到未分配利润项目列报所致。

（15）专项储备较年初减少13,953,256.71元，主要是矿山维简费支出增加所致。

（16）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66,426,998.32元，主要是银行借款减少及偿还公司债券，

相应利息支出减少，同时定期存款增加,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17）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083,746,487.71元，主要是钢材售价降低和大宗原燃料采

购价格升高所致。

（1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60,434,224.05元，主要是公司烧结系统改造，报废原竖

炉资产所致。

（19）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44,901,302.96元，主要是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20）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89,844,932.44元，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21）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855,056,370.52元，主要是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2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4,918,391.88元，主要是定期存款利

息增加所致。

（2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34,632,343.31元，主要是偿还公司债

券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重大关联交易

关联

交易

方

关联关

系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价

格（元）

关联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关联交易结算

方式

凌源

钢铁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关联人

（与公司

同一董

事长）

购买商品 焦炭 市场价 2,009.34 1,511,785,847.27 41.06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废钢 市场价 2,431.72 1,285,772,671.61 87.58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电 市场价 0.52 897,659,301.55 96.99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矿粉 市场价 699.22 590,098,842.70 17.23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加压高炉煤气 协议价 0.08 119,400,190.16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循环水 协议价 1.25 78,573,201.25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焦炉煤气 协议价 0.40 62,316,059.20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空压风 协议价 0.10 59,110,230.00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购买商品 净水 协议价 7.00 33,778,591.00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销售商品 高炉煤气 协议价 0.05 256,520,175.45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销售商品 蒸汽 协议价 26.37 57,119,150.00 100.00

银行转帐、承兑

汇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公司根据《相互担保协议》和《相互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为控股股东凌

钢集团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详见2019年1月22日、3月8日、3月13日、3月30日、4月8日、9月12

日、10月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临2019-004、019、021、024、031、071、077）。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文广

日期 2019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编号：临2019-078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中

心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18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

实参加9人。会议由董事长文广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报废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对90m2烧结机改扩建工程中拆除的8㎡和10㎡竖炉及其配套设施予以报废。 报废固

定资产的原值为137,838,459.58元，扣除累计折旧44,734,626.14元、净残值28,790,823.69元后，

净损失64,313,009.75元。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编号：临2019-079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国公司）、凌源钢铁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保国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2亿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公司本次为国贸公司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2亿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650万元；国贸公司本次为公司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保国公司和国贸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保国

公司向朝阳银行兴达支行申请授信期限为1年，最高余额在人民币2亿元内的银行承兑汇票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分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国贸公司向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亚明支行申请期限为1年，最高余额在人民币2亿

元内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拟为公司向盛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亚明支行申请期限为2年，最高余额在人民币2亿元内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019年10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保国公司

公司名称：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1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8年9月15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宝国老镇韩古屯村

法定代表人：杨宗成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矿石井采；黑色金属矿石洗选及深加工；冶金机械制造及备件加工；

冶金项目的科研、设计、安装及管理；公路运输；铁矿石及铁精粉收购；食宿服务（分公司经

营）；自有机器设备租赁；房屋场地租赁；电气设计安装；焦炭、精煤购销；球团矿的购销及加

工。

经营状况：2018年，该公司完成铁精矿53.0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47,719.02万元，实现净利

润-6,358.85万元。至2018年末，该公司拥有总资产87,354.58万元、净资产34,323.30万元，负债总

额53,031.2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52,622.64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保国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

（二）国贸公司

公司名称：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4年4月11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金沟村11C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马育民

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矿产品、煤炭、合金、金属材料、电工电料、电线电缆、建筑

材料、耐火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监控、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采购、销

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煤焦油、粗苯、氧（压缩的液化的）、氮（压缩的液化

的）、氩（压缩的液化的）、氢气零售；技术咨询及技术交流服务；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状况：2018年，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36,393.39万元， 实现净利润7,511.74万元。至

2018年末，该公司拥有总资产272,807.55万元、净资产136,305.59万元，负债总额136,501.96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136,501.96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国贸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

（三）本公司

公司名称：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71,082,743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4年5月4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3号

法定代表人：文广

经营范围：冶金产品生产、经营、开发；经营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氧（压缩的液化的）、氮

（压缩的液化的）、氩（压缩的液化的）、氢气批发。以下经营项目由取得有关行政审批或许可

的本公司独资公司经营：黑色金属矿石开采；黑色金属矿石洗选及深加工；冶金机械制造及备

件加工；冶金产品经营项目开发、设计、安装及管理；公路运输；铁矿石及铁精粉收购；住宿、餐

饮服务；建筑工程设计、施工；道路与土方工程施工；楼房拆迁；室内外装饰、装修；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

经营状况：2018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7,650.63万元，实现净利润119,736.29万元。至

2018年末，本公司拥有总资产1,599,454.76万元、净资产744,576.02万元，负债总额854,878.74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68,262.5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50,021.17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保国公司向朝阳银行兴达支行申请授信期限为1年，最高余额

在人民币2亿元内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担保方：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

3.债权人：朝阳银行兴达支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类型：买卖

6.保证期间：自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三年；如单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

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借款的保证期间自每批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三年；如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

证期间为自通知还款日之次日起三年。

7.担保金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分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

向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亚明支行申请期限为1年，最高余额在人民币2亿元内的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担保方：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被担保方：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亚明支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类型：借贷

6.保证期间：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具体业务为分期办理、分期到期的，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人对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产生每笔债务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该笔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约定的债务到期日及贷款人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债务提前到期日、

合同解除日均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7.担保金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拟为公司向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亚明支行申

请期限为2年，最高余额在人民币2亿元内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担保方：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亚明支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类型：借贷

6.保证期间：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具体业务为分期办理、分期到期的，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人对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产生每笔债务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该笔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约定的债务到期日及贷款人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债务提前到期日、

合同解除日均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7.担保金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均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求进行的，资

金用于正常生产经营，同意上述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累计对外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28.785亿元， 分别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67.15%和38.66%； 其中对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40亿元，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8.12亿元，分别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3.72%和37.77%；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亿

元、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665亿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5.37%和0.8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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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5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辽宁省凌源市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5日

至2019年1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31 凌钢股份 2019/1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司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

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先发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参会时

提供以上原件以备查验。

（二）登记时间：2019年11月8日（上午8:00一11:00，下午13:30一16:00）

（三）登记地点：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邮编：122500）

六、 其他事项

联系人：王宝杰、李晓春

联系电话：0421-6838259

传真：0421－6831910

与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钢股份北票保国铁矿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凌源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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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九号-钢铁》要求，将公司2019年第

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项

目

产量（吨） 销量（吨） 平均售价（元/吨）（不含税）

2019年三季度 2018年三季度

变动比

例（%）

2019年三季度 2018年三季度

变动比

例（%）

2019年三季

度

2018年三季

度

变动比

例（%）

型

材

3,466,348.21 3,269,831.35 6.01 3,516,746.91 3,256,760.29 7.98 3,393.62 3,556.00 -4.57

板

带

材

899,238.10 852,201.42 5.52 904,249.84 863,844.73 4.68 3,318.79 3,502.44 -5.24

管

材

67,153.80 47,583.38 41.13 71,093.20 36,955.50 92.38 3,735.19 3,975.25 -6.04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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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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