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82

■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0058

公司简称：五矿发展

五 矿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

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矿发展 6000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宏利 孙继生

电话 010-68494205 010-68494267

传真 010-68494207 010-68494207

电子信箱 wanghl@minmetals.com sunjis@minmetals.com

1.6�经董事会审议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由于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负，2015年

末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

分配利润-1,256,384,453.80元，结转至下年度。 以上预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冶金原材料供应业务、钢铁流通及制品业务、物流业务、招标业务和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冶金原材料供应

业务是以原材料业务和铁合金业务为主体，其中，原材料业务主营铁矿砂、生铁、焦炭、煤炭、钢坯、废钢、耐火材料原料及制

品等冶金工业原料，铁合金业务主营铬、锰、硅、镍四大系列铁合金和其他特种合金，以及铬矿、锰矿、镍矿等合金原料，其经

营模式为进出口、内贸及产品生产加工。钢铁流通及制品业务主要经营螺纹钢、高线、盘螺、热轧卷板、带钢、中厚板、冷轧卷

板、镀锌板、彩涂板以及各类工业用材、品种钢、不锈钢、专业电工钢、特殊钢、钢管、铸管铸件、汽车配件、五金机电、成套设

备等产品，其经营模式为代理采购、自营、分销及加工配送、钢材期货、电子商务和进出口贸易等。物流业务主要围绕金属矿

产品流通产业链，提供运输、保险、仓储、货代、船代、租船订舱、加工配送等物流增值服务，拥有全球化服务网络和地区优势

资源，并拥有一家保险经纪公司。 招标业务主要承担内外资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 鑫益联电子商务平台主要业务包括挂牌

交易、金融协同、销售专区和商情资讯等，是服务于钢厂、贸易企业、终端用户、仓储物流企业、加工配送企业、金融机构等钢

铁全产业链参与者的第三方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黑色金属流通领域最大的综合服务商之一，业务涵盖冶金原材料供应、钢材贸易、加工配送、物流服务等黑

色金属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 公司在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评选出的“2014年度中国钢材销售五十强企业” 中排名首

位，并享有“钢铁流通诚信示范5A级企业” 、“中国大宗商品流通创新企业” 、“首批中国金属材料流通行业信用企业” 和

“全国流通G20+召集执行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在国内钢铁流通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三）行业情况

2015年，钢铁行业进入严冬期，整个行业“哀鸿遍野” ，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严峻形势。据冶

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由盈变亏，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首次

出现年度总体亏损。在钢铁流通领域，供需矛盾愈发突出，钢材价格阴跌不休，信用危机持续发酵，银行贷款不断收紧，钢贸

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多家钢贸商出现资金链断裂、倒闭退出情况，公司面对的外部经营环境十分恶劣。

三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2,654,598,362.61 46,818,905,489.60 -30.25 46,172,743,887.56

营业收入 61,985,524,162.41 134,559,384,981.77 -53.93 203,259,150,04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53,004,015.39 210,045,926.57 -1,981.97 279,784,34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876,772,063.48 -267,479,849.14 120,685,86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973,342,262.69 8,639,586,604.63 -42.44 8,541,738,69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27,696,258.39 -1,654,561,079.90 -3,092,308,615.80

期末总股本 1,071,910,711.00 1,071,910,711.00 0.00 1,071,910,711.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3.6878 0.1960 -1,981.53 0.26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3.6878 0.1960 -1,981.53 0.2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9.3622 2.4450 减少61.8072个百分点 3.3303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6,380,367,752.01 19,184,357,119.65 17,600,336,786.23 8,820,462,50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099,705.84 -196,465,757.11 -627,219,502.37

-3,032,219,

05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1,452,911.94 -220,311,093.35 -631,726,944.37

-2,913,281,

11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891,556.40 -103,167,268.38 786,509,229.47 1,188,245,853.70

五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7,6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96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0

670,604,

922

62.5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3,824,300 23,824,300 2.22 0 无 0 未知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15,578,455 15,578,455 1.45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26,476 8,226,476 0.77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642,992 7,642,992 0.71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53,100 5,453,100 0.51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745,450 4,745,450 0.44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4,600,210 4,600,210 0.43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262,594 3,262,594 0.3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425,600 2,425,600 0.23 0 无 0 未知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无优先股股东。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受2015年市场价格暴跌、 生产企业亏损加大以及人民币贬值等多重因素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19.86亿

元，同比下降53.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53亿元。

七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85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钢铁青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厦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广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沈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成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天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工贸天津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杭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西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北京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兰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供应链（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深圳市五矿电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钢铁（武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邯钢（苏州）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6 56

五矿西电（常州）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五矿钢铁哈尔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重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宁波工贸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60 60

五矿兰州钢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钢铁物流园（东莞）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0 70

五矿钢铁乌鲁木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无锡钢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子公司 三级 41 41

五矿新港长春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 51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烟台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湖北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辽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营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集团天津货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集团天津集装箱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河北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山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日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江苏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国际货运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浙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广东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物流新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金玛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75 75

五矿船务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镇江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日照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大连）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营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连云港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宁波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厦门）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福州）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莱州）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龙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丹东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船务代理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五矿保险经纪（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80 80

五矿物流烟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东方贸易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新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浙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中国五矿南方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五矿（贵州）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贵阳花溪五矿铁合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 80

五矿湖铁(内蒙古)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以及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子公司五

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 ）通过增资方式对五矿电工（东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电工” ）

进行投资，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均为41%，通过与另一关联方股东新荣国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

荣国际” ）（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均为10%）签订协议，实质上拥有五矿电工51%的表决权。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6户，减少3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五矿新港长春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非同一控制下增资合并

深圳市五矿电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五矿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五矿船务代理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五矿船务代理丹东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五矿船务代理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股权已全部转让

重庆文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股权已全部转让

五矿揭阳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未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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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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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6年3月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4层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18日通过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子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董事出席

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到会全体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5年度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共计提坏账准备1,909,133,305.69元，转回坏账准备2,640,372.85元，因计提

和转回坏账准备对合并报表减少的损益金额为1,906,492,932.84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87,899,088.97元，因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对合并报表减少的损益金额为787,899,088.97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24,562,059.10元、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18,000,000.00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128,935,973.86元，合计计提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271,498,032.96

元。 以上对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减少当期合并损益的金额合计为2,965,890,054.77�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归属于

母公司）-3,953,004,015.39元， 年初结转未分配利润2,782,372,418.47元， 本年度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共计-1,170,

631,596.92元。 本报告期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2015年度实施的应付普通股股利85,752,856.88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制定前合并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56,384,453.80元。

由于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负、2015年末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1,256,384,453.80元，结转至下年度。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提出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据此，我们同意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同

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其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4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80万元。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后办理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工作严谨负责，能够为公司提供专业、优质的

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同意续聘其为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5年度实施情况及2016年度预计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60亿元，实际发生77.66亿元，未超过预计金额；公司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金额约为100亿元。

公司1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7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3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报告所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活动的现实需要，2015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未超过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的年度预计总额；公司对2015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陈述的理由合理、充分，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根据业务情况和实际需要，提出的201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总金额合理。

（三）上述事项在董事会表决时，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据此，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2016-12）。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银行信贷及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公司2016年整体资金需求约为274.58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额度76亿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61亿元，开证额度（含

进口押汇额度等）48亿元，银团贷款及其他额度89.58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经核查，2015年度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能够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没有发生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没有为控股股东、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

权益。 2015年度公司无对外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执行<商品期货套期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与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1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7位非关联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3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与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同意上述框

架协议文本的有关内容。

（二）上述关联交易业务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活

动的补充，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上述事项在董事会表决时，董事

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据此，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和有效性，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风险评估体系。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

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并且对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进行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因此，公

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

监督的实际情况。

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董事、高管人员2015年度薪酬事项及2016年度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同意将议案中

董事薪酬相关部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2015年勤勉尽责、规范运作、严格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所作的各项决议，薪酬事项的相关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高管人员2015年的薪酬方案及2016年度建议方案，并同意将董事薪酬方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推荐马光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独立董事张守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

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建议，推荐马光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经审核，认为马光远先生

符合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董事会同意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马光远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马光远先生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尚需证券监管部门审核。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马光远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

（二）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事先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审核。

（三）公司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于2016年4月28日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2016-14）。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马光远先生简历

马光远先生： 1972年出生，甘肃静宁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曾任北京市

境外融投资管理中心法律主管、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高级经理及法律主管、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合伙人。 现

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兼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

西城区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是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

市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和特约评论员。 现任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在法律领域，主要擅长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私募股权基金等领域，设计交易结构和中国法律的解释。

英文专著《Guide� to� the� Acquisition� of� Companies� Listed� in� China》由全球领先的法律出版机构美国CCH出版。

马光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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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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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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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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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日 9�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4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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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日

至2016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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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

7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5年度实施情况及2016年度预计情况的专项报

告

√

8

关于公司与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董事2015年度薪酬事项及2016年度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10.01 马光远 √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1.01 潘中艺 √

11.02 莫春雷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

公告于2016年3月31日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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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

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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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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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58 五矿发展 201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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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时间：2016年4月22日、25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出席登记。 委托他人出席的，受

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于2016年4月25日前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预登记（需提供前款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附联系电

话，并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44

联系人：孙继生、臧志斌

联系电话：010-68494267、68494206

联系传真：010-68494207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部分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4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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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15年度实施情况及2016年度预计情况的专项报告

8 关于公司与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9 关于公司董事2015年度薪酬事项及2016年度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马光远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11.01 潘中艺

11.02 莫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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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

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

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五矿发展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2名，则该股东对于公司监事选举议

案组，拥有2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的监事选举为例，应选监事2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11.01 潘中艺

11.02 莫春雷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五矿发展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10.00“关于选举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就有1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11.00“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200票为限，对议案11.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2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 - - -

11.01 潘中艺 200 100 100 0

11.02 莫春雷 0 10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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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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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预计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与五矿营钢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预计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与五矿营钢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

已提交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1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7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

易情况，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书面意见，认为公司根据业务情况和

实际需要，提出的201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总金额合理。

（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披露的《五矿发展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有关

内容，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60亿元，实际发生77.66亿元，未超过预计金额。

表1� �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日常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15年 2015年实际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购

买货物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 180,000? 90,611.99

国内钢铁产能过剩，下

游市场需求低迷，钢材、

冶金原材料市场价格大

幅下跌，公司冶金原材

料进口和钢材内贸业务

增长低于预期，实际向

关联方购买货物金额低

于预计水平。

明纳哥国际有限公司 120,000? 20,279.17

韩国五矿株式会社 250,000 131,030.38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70,000? 14,253.78

营口京华钢铁有限公司? 150,000 -

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 80,000 100,466.42

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80,000 6,474.48

美国矿产金属有限公司 30,000 -

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72.46

常熟星海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20,000 3,761.52

其他关联方 20,000 45,360.08

小计 1,020,000 412,410.28

向关联方销

售货物

营口京华钢铁有限公司? 120,000 89,603.46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

内外钢材、冶金原材料

市场低迷，公司钢材出

口和内贸、冶金原材料

进口业务增长低于预

期，实际向关联方销售

货物金额低于预计水

平。

五矿（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

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39,907.10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 40,000 14,947.79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80,000 5,733.48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8,424.93

新荣国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14,731.46

其他关联方 30,000 63,934.66

小计 450,000 237,282.88

向关联方提

供劳务

德国五矿有限公司 1,000 -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

内外运输市场低迷，公

司实际向关联方提供运

输劳务的增长低于预计

水平。

新荣国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000 3,199.17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3,000 -

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3,000 184.57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3,000 476.49

其他关联方 5,000 2,133.03

小计 20,000 5,993.26

从关联方接

受劳务

营口京华钢铁有限公司 100,000 106,584.44 2015年公司所属钢铁

物流园进入主建设期，

从关联方接受的工程劳

务增加；同时公司原子

公司五矿营钢与关联方

业务协同增加，相应接

受的加工劳务增加。

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00 14,359.95

其他关联方 2,500 13.02

小计 110,000 120,957.41

合计 1,600,000 776,643.83

（三）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近年来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结合2016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公司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约为

100亿元，主要内容如下：

表2� �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日常关联

交易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比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金额

向关联方

购买货物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 120,000 182.7 90,611.99

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所属海外

企业获取或控

制关键资源的

能力不断提升，

国内生产企业

能够稳定提供

一定数量的产

品，公司预计将

与其进一步加

强业务协同。

明纳哥国际有限公司 40,000 - 20,279.17

韩国五矿株式会社 180,000 912.3 131,030.38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30,000 2,632.02 14,253.78

德国五矿有限公司 40,000 4,242.85 23,159.58

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 120,000 805.58 100,466.42

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0,000 - 6,474.48

新荣国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 13,152.71

五矿钢铁英国有限公司 10,000 - 5,337.96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700.45 31,376.06

其他关联方 30,000 - 7,643.81

小计 650,000 9,475.90 443,786.34

向关联方

销售货物

澳洲五金矿产有限公司 60,000 - 31,171.11

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所属国内

金属生产、工程

建设企业对原

材料有一定需

求，海外企业拥

有一定销售渠

道，公司预计将

与其进一步加

强业务协同。

韩国五矿株式会社 40,000 549.95 19,872.77

明纳哥国际有限公司 20,000 - 4,125.06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 30,000 - 14,947.79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20,000 47.61 5,733.48

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 10,000 - 3,275.64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576.34 14,731.46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8,821.51 44,739.67

其他关联方 30,000 50.4 45,397.19

小计 300,000 10,045.81 183,994.17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新荣国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6,000 91.28 3,199.17

公司预计将充

分利用中国五

矿集团公司内

部业务协同的

机会，争取更多

物流服务和招

标业务。

华北铝业有限公司 1,000 - 544.57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1,000 - 529.7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000 76.43 476.49

澳洲五金矿产有限公司 1,000 - 421.13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3,000 1,909.54

其他关联方 7,000 - 819.04

小计 20,000 167.71 7,899.64

从关联方

接受劳务

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 14,359.95 公司预计将加

强与关联公司

业务协同，接受

劳务将增加。

其他关联方 5,000 - 13.02

小计 30,000 - 14,372.97

合计 1,000,000 19,689.42 650,053.12

注：2015年公司将所持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至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2016年开始营口

京华钢铁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同时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成为公司

的关联方。

二、公司关联方介绍及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规范有关关联交易行为，公司根据近年来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结合业务未来发展的需要，于2014年梳

理了50家关联方，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与剩余49家关联方签订了《日常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

2015年末，公司将持有的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营钢）股权转让至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五矿营钢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为公司关联方。 据此，公司计划于2016年与五矿营钢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此外，由于五矿营

钢股权变动，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五矿营钢第二大股东）和营口京华钢铁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不再成为公司关联方。

（一）关联方介绍

五矿营钢由于股权转让至中国五矿集团，成为公司2016年新增关联方；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和广东五矿萤石有限公

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其他关联企业均为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3� �公司关联方介绍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法人代表 经营范围

1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00 柴山 内部转账结算、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2 五矿企荣有限公司 港币1000.00 魏涛 贸易

3 澳洲五金矿产有限公司 澳元653.89 刘志泷 贸易

4 德国五矿有限公司 美元206.00 严建勋 贸易

5 南洋五矿实业有限公司 新加坡元500.00 汪文刚 贸易

6 日本五金矿产株式会社 美元65.81 彭卜钢 贸易

7 南美五金矿产有限公司 美元508.00 郭力生 贸易

8 韩国五矿株式会社 美元20.00 孙福军 贸易

9 洛杉矶矿产金属有限公司 美元60.00 王幸东 贸易

10 美国矿产金属有限公司 美元15.00 景士利 贸易

11 南非五金矿产有限公司 美元1.00 刘志泷 贸易

12 五矿西班牙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6.02 严建勋 贸易

13 中国五矿新西兰有限公司 美元72.00 刘志泷 贸易

14 欧亚运输贸易有限公司 美元25.00 严建勋 运输

15 金新船务有限公司 美元200.00 汪文刚 运输

16 英国金属矿产有限公司 美元1,381.37 王进 贸易

17 北欧金属矿产有限公司 美元100.00 李洪钟 贸易

18 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港币5,000.00 崔虎山 贸易、金融、房地产、运输

19 新荣国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钱子刚 批发钢铁等

20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46,500.00 焦健

有色金属产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进出口业

务。

21 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67,000.00 方刚 经营铸铁制品进出口业务

22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537.43 刘则平 承包工程业务

23 广西中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4,000.00 王炯辉 矿产资源的勘查、选矿加工、提取和冶炼

24 五矿天威（秦皇岛）钢铁有限公司 7,500.00 姚子平

硅钢片和冷轧薄钢板的仓储、 剪切加工配

送、销售。

25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9,000.00 李福利

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 销售及相关技术服

务。

26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李福利

有色金属矿产品资源开发；有色金属矿产品

冶炼、加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

27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 179,911.00 谢继祥 铁矿石开采

28 五矿（营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40,000.00 潘中艺

土地整理、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

业管理、国内贸易、工程设计、咨询服务

29 五矿物产（常熟）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王欣义 资产管理

30 五矿期货有限公司 50,000.00 张必珍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按有效许可

证书经营）

31 五矿(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 袁杰 贸易

32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 王炯辉

矿业投资；矿产咨询服务；矿产品加工及综

合利用；矿产品及矿山机械贸易。

33 五矿置业有限公司 8,679.60 田景琦 房地产开发

34 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9,310.28 王欣义 从事各类镀锌板、涂层板的生产及销售

35 常熟星岛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101,550.31 王欣义

生产加工彩涂钢板、镀锌板、耐高腐蚀性铝

锌合金板及相关产品

36 常熟星海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23,355.86 王欣义 生产酸洗板、冷轧板

37 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23,393.49 王欣义 生产各种宽厚板、冷轧板

38 常熟常钢板材有限公司 20,970.49 王欣义 从事各类镀锌板、涂层板的生产及销售

39 明纳哥国际有限公司 美元10.00 郭力生 贸易

40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46,112.00 杨应亮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制品

41 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 何建增 国内外工程承包；进出口业务

42 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 521,206.00 魏书祥 铁矿石、铁精粉销售、生铁冶炼；

43 五矿海外贸易有限公司 26,755.44 姚子平 贸易

44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 900,000.00 李福利

有色金属产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进出口业

务；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相关技术服务。

45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81,292.00 任珠峰 金融

46 五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459,540.80 何剑波 房地产开发

47 广东五矿萤石有限公司 10,078.125 王文腾 萤石矿产品加工、贸易

48 五矿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李福利

有色金属产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进出口业

务

49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493,908.33 邓楚平

生产经营钢、 铁及原材料 (国家限制的除

外）、热轧中厚板、中板制品、氧（液化的）、

氮（液化的）、氩（液化的）（氧、氮、氩凭许

可证生产经营）；出口本公司生产的各种中

厚钢板、中板制品，进口公司生产所需原料、

设备、仪器；来料加工中板；电能销售。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的各关联方履约能力强，历年来均未发生向本公司未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不大。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主要内容为：乙方为甲方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乙方存款，乙方向甲方提供一定金额的授信额度及其他

金融服务。前述存款金额（任一日存款余额）在人民币20亿元（含）以下或授信额度不超过经批准的甲方年度资金计划的，

可由甲方按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本协议组织实施，不再另行逐笔报甲方董事会批准。甲乙双方承诺定价将遵循公平

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具体定价方法为：（1）存款的利率不得低于商业银行同期利率；（2）授信额度内的贷

款利率及承兑、开立信用证和保函收取的费用，按各具体合同的规定执行，其利率和费用不高于商业银行同期利率和费用；

（3）结算业务的费用按商业银行同期结算标准执行。

2、《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主要内容为：本协议适用于甲方与乙方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赊销商品、代理、提供和接受劳务。甲乙

双方间如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需根据交易内容签订具体合同。前述关联交易合同的金额或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当年累计金

额，如在甲方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5%以下的，可由甲方按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本协议组织实施，不再另行逐笔报

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甲乙双方承诺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在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项下，本公司与关联方主要发生采购商品、销售或委托销售商品以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

对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基础确定，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

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其中，相关关联方与本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价格均比照同类业务国

际或国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关联方在境外为本公司提供开证或其他代理服务， 均比照同类业务国际标准收取代理费

用；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业务比照国际或国内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确定。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项下的安排均具有非排他性，协议双方有权自主选择有关交易的对方。公司拟与五矿营钢签订的框

架协议有效期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与其他关联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有效期为自2014年1月1日起至

2016年12月31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钢铁流通服务商，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需要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提高冶金原材

料资源的获取能力、完善海内外的营销网络和提高多种增值服务能力。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在国内和海外拥有雄厚的资源储备和完善的营销网络。因此，公司在现有货源和

营销网络难以满足业务需求和客户要求时，从成本和风险的角度出发，将首选与实际控制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合作，

发生采购商品、销售或委托销售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此类关联交易可以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掌

握和控制国内外的贸易资源、增加贸易机会，降低经营风险并提高盈利水平。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都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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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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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张素青女士由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

席职务，公司监事尤勇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两位监事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

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张素青女士、尤勇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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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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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6年3月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五矿大厦4层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18日通过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6人。 本次会议的监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到会全体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 2015年公司各位董事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科学决策，规范运作，勤勉、充分的履行了公司赋予的职责，所有董事均出席或委托出席了历次董事会会

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5年度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共计提坏账准备1,909,133,305.69元，转回坏账准备2,640,372.85元，因计提

和转回坏账准备对合并报表减少的损益金额为1,906,492,932.84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87,899,088.97元，因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对合并报表减少的损益金额为787,899,088.97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24,562,059.10元、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18,000,000.00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128,935,973.86元，合计计提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271,498,032.96

元。 以上对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减少当期合并损益的金额合计为2,965,890,054.77�元。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负、2015年末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1,256,384,453.80元，结转至下年度。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订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的利润分配政策，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关现

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提出本意

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将年度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认为该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规定，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推荐潘中艺、莫春雷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潘中艺先生：1964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政工师。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 曾任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兼五矿（营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兼地产建设

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兼五矿（营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兼

集团巡视办主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莫春雷先生：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硕士学位，工程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2002年获北方交通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五矿总公司企划部总经理助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企业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风

险管理总经理、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现任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兼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直属纪委委员。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