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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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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7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基达鑫 股票代码 0024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赖军 朱海花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迳湾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迳湾

传真 0756-3359588 0756-3359588

电话 0756-3226342 0756-3226242

电子信箱 peterlai@winbase-tank.com zhuhaihua@winbase-tank.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的第三方石化物流服务提供商，业务辐射国内石化工业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

区，是目前华南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化产品码头之一和仓储设施最好、储运能力最大的石化产品仓储

基地之一。

公司的主要业务按类型可分为：装卸业务、仓储业务两部分；装卸业务指利用自有码头，为客户提供

货物的装卸服务，收取装卸费；仓储业务指货物通过连接码头的专用管道输送至储罐，为客户提供货物仓

储服务，收取仓储费；同时，为方便公司客户顺利办理货物通关手续，公司可为客户提供代办手续，并收取

一定的代理费。

公司业务内容情况如下：

业务类型 服务对象 业务内容

装卸 境内外石化产品生产商和贸易商 通过码头及相关设备装载和装卸货物

仓储

普通仓储 境内外石化产品生产商和贸易商

通过码头的专用管道，将货物输送至普通储罐，为客户

提供货物存放、保管、储存服务

保税仓储 货物需保税仓储的境外客户

通过码头的专用管道，将货物输送至保税罐，为客户提

供货物存放、保管、储存服务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152,964,372.90 174,443,226.53 -12.31% 166,919,57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36,289.75 44,338,927.47 -26.62% 48,670,35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99,626.80 42,592,399.85 -37.78% 47,511,53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84,114.31 88,041,061.51 -68.21% 89,517,05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0.1847 -31.56% 0.2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0.1847 -31.56% 0.2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5.11% -1.93% 5.87%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年末

资产总额 1,515,577,218.89 1,231,952,631.66 23.02% 1,094,498,96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2,859,474.12 888,799,573.80 25.21% 849,050,694.39

注： 2015年6月9日公司非公开发行3,000万股股份上市，据此计算的2015年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

均股数为257,500,000股（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240,000,000股+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30,000,

000股×已发行时间7个月÷报告期时间12个月=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257,500,000股）。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897,975.41 35,742,857.04 36,612,761.17 48,710,77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3,411.51 8,083,740.96 8,981,712.08 10,417,42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52,751.13 7,829,975.44 8,707,259.28 4,909,64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3,005.70 17,520,883.79 -976,265.76 3,326,490.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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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5,

0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

通股股东总数

13,

88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4% 117,020,000 5,000,000 质押

5,

000,

000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润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0% 10,000,000 10,000,00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26% 6,100,000 4,575,000 质押

5,

0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

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8% 5,895,965

乔通 境内自然人 1.85% 5,000,000 5,000,000 质押

5,

000,

000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5% 5,000,000 5,000,000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3,762,142

中信建投基金－光大银

行－中信建投－万晟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3,647,3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聚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2,214,990

孔莹 境内自然人 0.74% 2,001,000 2,000,000 质押

2,

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与张辛聿先生（公司总经理）为母子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

化工有限公司、张辛聿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46,384,891.36元，同比下降9.18%，主要原因是珠海地区市场竞争加剧，

营业收入下降所致；实现营业利润48,157,062.42元，同比下降30.45%，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及毛利率下

降所致；实现利润总额40,691,941.79�元，同比下降26.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536,

289.75元，同比下降26.62%。

2015年度，主营业务成本98,227,828.94元，同比增长6.83%；管理费用21,078,634.49元，同比增长

1.46%；财务费用8,760,226.91元，同比增长88.66%，变动较大的原因系汇率变动引起汇兑损失增大所

致。

201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984,114.31元，同比减少68.21%；主要原因是公司报

告期香港恒基供应链金融业务支付的融资本金和恒基润业支付融资租赁设备款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0,335,427.74元，同比减少28.63%，变动较大的原因是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9,589,733.48元，

同比增加1,538.22%， 变动较大的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向银行贷款和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万股

的资金到账和向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仓储 73,864,370.83 14,567,677.20 19.72% -15.28% -55.21% -47.14%

装卸/码头 72,520,520.53 33,589,385.22 46.32% -2.01% -8.50% -6.6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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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润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设立珠海横琴新区恒旭达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440003000135958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珠海横琴新区恒基润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2016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40.00% 至 190.00%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

元）

1,212.82 至 1,465.49

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05.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珠海恒基较去年同期新增客户，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大幅攀升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青运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6-02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5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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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6年4月8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5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

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独立董事姜景国先生、总经理张辛聿先

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赖军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6-021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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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31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5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016），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其中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2015年度报告摘要》中第3页，“四、股本及股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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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5,05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886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4% 117,020,000 5,000,000 质押 5,000,000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润

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0% 10,000,000 10,000,00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26% 6,100,000 5,000,000 质押 5,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18% 5,895,965

乔通 境内自然人 1.85% 5,000,000 5,000,000 质押 5,000,000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5% 5,000,000 5,000,000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3,762,142

中信建投基金－光大

银行－中信建投－万

晟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3,647,3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聚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2% 2,214,990

孔莹 境内自然人 0.74% 2,001,000 2,000,000 质押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与张辛聿先生（公司总经理）为母子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

化工有限公司、张辛聿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更正后：

报告

期末

普通

股股

东总

数

15,

0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88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4% 117,020,000 5,000,000 质押

5,

000,

000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润业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0% 10,000,000 10,000,00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26% 6,100,000 4,575,000 质押

5,

000,

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8% 5,895,965

乔通 境内自然人 1.85% 5,000,000 5,000,000 质押

5,

000,

000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5% 5,000,000 5,000,000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3,762,142

中信建投基金－光大银行－

中信建投－万晟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35% 3,647,3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聚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2,214,990

孔莹 境内自然人 0.74% 2,001,000 2,000,000 质押

2,

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与张辛聿先生（公司总经理）为母子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张辛聿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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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沙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大厦

传真 0512-58682018

电话 0512-58987088

电子信箱 sggf@shasteel.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的优、特钢生产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有弹簧钢、轴承钢、

铁路用钢、高压管坯钢、汽车用钢等优特钢，主要用于汽车制造、铁路、机车、造船、机械制造业等。 产品畅销国

内外市场，部分产品已用于国际著名品牌。

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复苏之路崎岖，形势错综复杂。 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钢铁行业的发

展进入转型阵痛期，钢铁消费与产量进入峰值弧顶区并呈下行态势，钢铁行业形势日趋严峻。 但在钢铁行业

转型发展中，钢铁企业也迎来一些新的机遇，如：国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

大战略，将带动沿途各国、各地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以及城市轨道、电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将会

给沿线区域的基建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将有利于提升钢铁行业下游需求，缓解我国钢铁市场的供需矛盾，对钢

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国际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及新的环保

法、环保新标准和排污费新标准等政策、法规的实施，必将对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加快淘汰落后钢铁产能起

到推动作用。 国家工信部《2025中国制造业》规划方案，提出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智能机器人、航天航空装

备、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等行业用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等优特钢棒材市

场前景较好，且产品的附加值较高。 公司通过技改创新发展，必将促使优特钢棒材从中高端汽车用钢、铁路、

机车用钢、易切削钢、机械等行业用钢中脱颖而出。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7,357,344,198.39 10,308,066,919.27 -28.63% 10,786,859,72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21,844.21 35,216,444.86 -328.93% 28,243,78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576,970.86 24,071,114.75 -380.74% 15,318,42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0,200,847.64 1,515,047,058.69 -59.72% -19,461,97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16 -331.25% 0.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16 -331.25% 0.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1.49% -4.92% 1.21%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年末

资产总额 6,550,056,899.07 7,137,412,666.70 -8.23% 8,382,369,6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6,671,938.13 2,388,563,526.68 -3.43% 2,351,281,924.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05,494,871.43 2,257,156,636.65 1,641,949,935.83 1,652,742,75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6,791.38 -64,324,386.30 -9,950,357.74 -7,753,89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2,117.80 -599,208.65 -13,934,341.54 -54,235,53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149,960.47 132,555,823.11 229,012,456.66 94,482,607.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公司在编制2015年度三季度合并报表时，对营业收入合并抵销数据的统计口径与审计机构的存在差异，

公司对此做了相应调整。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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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33,1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0,

5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8% 438,804,780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7.17% 158,200,000

刘振光 境内自然人 6.98% 154,000,000

黄李厚 境内自然人 6.66% 147,00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70,000,000

王继满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70,000,000

朱峥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56,000,0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5.13% 113,172,601

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5.08% 112,000,000 质押 92,036,000

金洁 境内自然人 5.08% 112,000,000 质押 5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沙钢集团与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黄李厚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7,000,000股；前10名普通股股东朱峥先生通过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0,0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由于国内经济发展进入缓中趋稳的新常态，钢铁行业发展进入转型阵痛期，钢铁消费与产量双双

进入峰值弧顶区并呈下行态势，钢铁行业形势日趋严峻。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正确

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抢抓发展机遇，努力控制经营风险，紧紧围绕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年度

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积极展开工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部创新挖潜见成效

公司梳理排查出降本节支、创新挖潜增效项目323个，涉及各个条线、部门、岗位、环节，项目的全面实施取

得了较好成果。

①重点指标水平明显提升

将市场倒逼机制渗透到企业的整条价值链，全员、全面、全流程“倒逼”产品成本，围绕公司、顾客和竞争对

手进行成本动因和成本结构分析，科学合理核定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成本指标，将攻关指标按照影响企业成

本的不同权重，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 2015年公司级22项攻关指标与去年同期比提升率高达82%，产品成本

得到进一步下降，为企业在保障产品高品质下进行低价格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②生产系统降本成效显著

以铁前降本为重点，根据原料性价比，认真做好配煤、配矿、配料及技改挖潜，跟踪技经指标水平和生产成

本变化趋势，成功实现低成本战略。 同时，狠抓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管理和用能结构的改变，提高二次能源

的利用效率，实现环保低耗，降低产品综合成本。

③把控好原材料采购节点

面对下行的市场行情，公司积极提高市场研判能力，原材料采购实施积极的“小批量、多批次”的经营策

略，强化生产与供应衔接管理，及时抢抓低价位波段增库，以尽可能规避市场风险。

（2）创新改造持续有效推进

公司围绕“优化生产、降低成本、产品提质调优、保障安全环保生产”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技改项目，共梳

理出优特钢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改造项目、精整线技改、80MW发电机组、污水回收处理循环利用项目、二轧加

热炉改造等技改项目134项。 技改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优特钢产品结构调整升级

改造项目、精整线技改等重点技改项目建设，解决了制约企业发展、产品升级的瓶颈。 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四

化”融合，无人值守智能检斤系统、PDA系统、钢轧MES系统先后投运，积极向智能化迈进，实现大数据整合利

用，提高整体节奏、效率，为公司高效经营决策、快速服务创造条件。

（3）品牌创建全面推进

公司一直坚持以质量为基础，以“求发展、树品牌、创成果”为要求，在抓好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搞好公司产

品品牌建设，公司产品得到了社会及客户的认可，其中：低中压锅炉用热轧圆管坯等5个产品获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称号；货叉扁钢等5个产品获得冶金行业卓越产品；高碳铬轴承钢等3个产品

连续多年保持“江苏省名牌产品”荣誉称号，“淮钢”牌商标为江苏省著名商标。

（4）环保能源管理取得新实效

公司环保、能源管理并举，大力开展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关注环保、能源高效利用前沿技术，积极融

入公司环保设施技术改造，做好三废的回收利用及介质的高效利用。 通过烧结烟气脱硫改造、焦化烟气除尘

改造等，减少污染物排放；污水处理系统、水循环利用系统、干法除尘系统、外排水复用系统等投运，有效提高

水资源循环利用率；电炉转炉化生产，以及钢包烘烤、RH炉烘烤能源替代、连铸坯切割优化等，有效提高了自

产煤气利用率，减少气体放散，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为企业增加了自发电量等间接效益。

（5）综合管理不断优化完善

强化财务管理，优化融资方式，努力降低财务成本，通过大幅压降原料和产成品库存，用活、盘活存量资

金，减少资金占用，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度下降。 修订并完善分配制度，经济责任制考核体系突出以效益为中

心，核算单位最小化、计量制考核等工作有新的突破，对具备条件的单位从考核承包转向市场化承包，并对相

关分配制度不断优化，以有效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人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五定工作持续深

入开展，实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流程管理，明确各层级领导的职责，清晰业务审批流程，

包括供产销在内的各环节，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有效防范了管理漏洞的产生及企业利益的流失。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管坯钢

654,286,

614.92

646,519,

277.51

1.19% -41.48% -39.23% -3.65%

优质钢

3,351,176,

202.52

3,287,054,

241.62

1.91% -34.19% -31.69% -3.60%

钢坯

1,043,981,

476.51

955,232,

094.10

8.50% 16.17% 18.20% -1.58%

其他钢材

1,497,730,

247.51

1,363,460,

670.94

8.96% -18.16% -19.98% 2.0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度公司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钢材价格大幅下降，产品毛利率下降；二是侯东方诉讼案一

审败诉计提了预计负债。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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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2016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70.00% 至 200.00%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380 至 420

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40.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6年2月份以来，钢材价格有所回升，产品毛利有所增加。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3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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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以现场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决定将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1日（星期四）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0日—2016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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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1日9:30至11:30、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15:00至2016年4月

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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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15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宾馆4楼7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审议《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公司独立董事葛敏女士、王则斌先生及黄雄先生将在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披露

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披露时间：

2016年3月31日。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须持有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2016年4月20日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

券事务部）。

（4）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6年4月20日9:00—11:30和13:30—16:00。

3、登记地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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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华

电 话：0512-58987088

传 真：0512-58682018

地 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大厦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215625

2、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75。

2、投票简称：“沙钢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4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沙钢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对应的议案号为100，申报价格为100.00元。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

在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议案的情形，也不存在议案互斥的情形，可设置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逐项表决、累积投票的议案。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议案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00

议案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议案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5.00

议案6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00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和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能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9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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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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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

会，受托人有权就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对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

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35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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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5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037）、《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16-034），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其中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2015年度报告摘要》中第2页，“四、股本及股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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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1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90,5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8% 125,372,794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7.17% 45,200,000

刘振光 境内自然人 6.98% 44,000,000

黄李厚 境内自然人 6.66% 42,00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6.34% 40,000,000 质押 70,000,000

王继满 境内自然人 6.34% 40,000,000 质押 70,000,000

朱峥 境内自然人 6.34% 40,000,000 质押 56,000,0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5.13% 32,335,029

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5.08% 32,000,000 质押 92,036,000

金洁 境内自然人 5.08% 32,000,000 质押 5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沙钢集团与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黄李厚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7,000,000股；前10名普通股股东朱峥先生通过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0,000股。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1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0,50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8% 438,804,780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7.17% 158,200,000

刘振光 境内自然人 6.98% 154,000,000

黄李厚 境内自然人 6.66% 147,00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70,000,000

王继满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70,000,000

朱峥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56,000,0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5.13% 113,172,601

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5.08% 112,000,000 质押 92,036,000

金洁 境内自然人 5.08% 112,000,000 质押 5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沙钢集团与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黄李厚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7,000,000股；前10名普通股股东朱峥先生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0,000股。

二、《2015年度报告摘要》中第5页，“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5、对2016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更正前：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70.00% 至 300.00%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

元）

380 至 420

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0.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6年2月份以来，钢材价格有所回升，产品毛利有所增加。

更正后：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70.00% 至 200.00%

2016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

元）

380 至 420

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0.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6年2月份以来，钢材价格有所回升，产品毛利有所增加。

三、《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第3页，“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更正前：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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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75。

2、投票简称：“沙钢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4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

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4、在投票当日，“沙钢投票”的“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100.00元

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议案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00

议案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议案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5.00

议案6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如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多个，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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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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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

流程：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点击“申请密码” ，填写“姓名” 、“证券账

户” 、“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注册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如不能申

请成功，请返回重新操作。 校验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股股票

369999 1.00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激活5分钟后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报5分钟后注

销，注销后可重新申请：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股股票

369999 2.00 大于或等于1的整数

（2）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证书服务”栏目。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xuningyan@p5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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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沙钢股份2015年度股

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服务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

（4）确定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的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更正后：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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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75。

2、投票简称：“沙钢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4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沙钢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对应的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

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对应的议案号为100，申报价格为100.00元。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

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议案的情形，也不存在议案互斥的情形，可设置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逐项表决、累积投票的议案。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议案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00

议案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议案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5.00

议案6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议案7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00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和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能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9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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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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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江 苏 沙 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恒 基 达 鑫 国 际 化 工 仓 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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