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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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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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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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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审计机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19]

0016号）确认，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2,811,575,243.46元，加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2,927,027,520.86元，提取法定公积金59,798,789.31元，减去2017年度利润分配红利2,121,748,

776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3,557,055,199.01元。

2018年末，公司本部已累计提取盈余公积金724,935,742.50元，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不再提取法定公积金。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49,871,485股为基数（最终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时，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数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64,

781,524.5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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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特钢 600507 长力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啸 郑小昕

办公地址 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电话 0791-88392322 0791-88396314

电子信箱 fdtg600507@163.com fdtg600507@163.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钢铁行业，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冶金原燃材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产

品及其副产品的制造、销售，主要产品是螺纹钢、汽车板簧、弹簧扁钢、铁精粉等。 公司主要生产建筑用材

（包括螺纹钢、盘螺、线材）和汽车零部件用钢（汽车弹簧钢），产品知名度高，保供能力强，品种规格齐

全。 主要包括弹簧扁钢、热轧带肋钢筋、圆钢(圆管坯)、高线、大盘卷高强度铁塔用角钢、300多种汽车板

簧、汽车扭杆、稳定杆等。

公司生产的弹簧扁钢和热轧带肋钢筋（俗称螺纹钢）荣获国家产品“金杯奖” ，形成了“长力牌” 汽

车弹簧扁钢和“海鸥牌”建筑钢材两大系列品牌优势。“长力牌”弹簧扁钢荣获全国用户满意产品、苏浙

皖赣沪名牌产品50佳、江西省名牌产品，与国内10多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家板簧厂配套，并且远销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公司生产的汽车板簧系列产品拥有“长力” 、“红岩” 、“春鹰”三大知名品牌（“春鹰”为中

国驰名商标），被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用户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市场贸易委员会列为全国首批“推

荐商品” 。 “海鸥牌”热轧带肋钢筋荣获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公司始终践行“永远跟党走” 的企业方针，坚持“经营企业一定要对政府有利，对企业有利，对职工

有利”的企业价值观，牢牢抓住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钢铁行情持续向好的机遇，按照“变、

干、实” 的工作要求，解放思想迎挑战，真抓实干攻难关，完成新目标、实现新跨越，持续以“鸡蛋里挑骨

头” 的劲头，推进精细化生产组织模式，开展全方位对标赛马活动，实施“大兵团” 作战，使生产呈现稳

产、高产局面，制造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经营业绩，吨钢材盈利水平、净资产收益率等

指标在行业内名列前茅。

2018年钢铁去产能深入推进，国内钢铁行业提前完成了5年化解过剩产能1-1.5亿吨上限目标，市场

环境明显改善，企业效益明显好转。 随着经济效益好转，中钢协会员企业加大去杠杆力度，在2016年、

2017年资产负债率下降的基础上，2018年11月末同比又下降3.39个百分点至65.74%， 已经有超过半数

的会员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到了60%以下。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9,617,761,569.34 8,616,497,970.75 11.62 8,477,097,553.46

营业收入 17,285,850,983.80 13,944,749,595.20 23.96 8,923,779,30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27,027,520.86 2,539,526,618.18 15.26 665,837,28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01,782,485.48 2,392,502,725.85 21.29 642,837,16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445,289,282.49 4,870,967,050.20 32.32 2,650,098,05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72,897,917.61 2,553,641,394.00 39.91 1,345,446,071.22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08 1.92 8.33 0.5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08 1.92 8.33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8.17 67.67 减少9.50个百分点 28.5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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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2,859,022.23 4,375,367,470.64 4,543,750,219.84 4,503,874,27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57,492,916.46 748,370,463.93 1,008,866,859.54 612,297,28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56,357,203.05 738,437,485.61 1,005,524,443.76 601,463,35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6,811,808.71 703,262,023.11 1,961,947,855.80 670,876,229.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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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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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0 525,433,571 36.2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0 118,000,000 8.1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方威 -105,654,896 93,176,643 6.4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李非文 71,811,890 71,811,890 4.95 0 质押 71,040,0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9,059,719 68,594,508 4.73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25,706,800 1.77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9,272,785 9,272,785 0.64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8,175,003 8,175,003 0.56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99,682 7,599,682 0.52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37,417 7,337,417 0.51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方威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通过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间接控股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100%股权。 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产铁346.04万吨、钢420.31万吨、材425.13万吨，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2.75%、增

长15.29%、增长15.26%；全年生产汽车板簧20.27万吨，同比上年增长11.2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28,585.1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92,702.7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26%。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1）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①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及2018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 (统称

“解释第9-12号” )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相关解读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A解释第9-12号

采用解释第9-12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B财务报表列报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及相关解读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409,516,421.03 -1,409,516,421.03

应收账款 254,497,436.92 -254,497,436.9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64,013,857.95 1,664,013,857.95

应收利息 2,795,000.01 -2,795,000.01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6,091,714.57 2,795,000.01 28,886,714.58

固定资产 2,073,496,687.39 2,073,496,687.3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357,319,221.03 357,319,221.0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719,037,957.53 -719,037,957.53

应付账款 756,642,971.16 -756,642,971.1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75,680,928.69 1,475,680,928.69

应付利息 775,194.95 -775,194.95

应付股利 3,017,471.27 -3,017,471.27

其他应付款 395,804,305.33 3,792,666.22 399,596,971.55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合计 5,998,994,381.19 - 5,998,994,381.19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578,339,554.45 -1,578,339,554.45

应收账款 21,239,523.74 -21,239,523.7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99,579,078.19 1,599,579,078.19

应收利息 2,795,000.01 -2,795,000.01

应收股利 102,403,537.80 -102,403,537.80

其他应收款 293,920,627.75 105,198,537.81 399,119,165.56

固定资产 1,573,736,923.10 1,573,736,923.10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311,859,784.81 311,859,784.81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911,265,701.08 -911,265,701.08

应付账款 907,732,244.78 -907,732,244.7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18,997,945.86 1,818,997,945.86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21,660,259.57 - 921,660,259.57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合计 6,624,953,157.09 - 6,624,953,157.09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865,303,566.37 -51,230,904.06 814,072,662.31

研发费用 51,230,904.06 51,230,904.06

合计 865,303,566.37 - 865,303,566.37

2017年度受影响的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588,482,754.85 -44,268,781.25 544,213,973.60

研发费用 44,268,781.25 44,268,781.25

合计 588,482,754.85 - 588,482,754.85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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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母公司应当将其所控制的全部主体（包括企业、

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及企业所控制的结构化主体等）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13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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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2月20日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5人，亲自出席董事1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公司审计机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19]

0016号）确认，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2,811,575,243.46元，加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2,927,027,520.86元，提取法定公积金59,798,789.31元，减去2017年度利润分配红利2,121,748,

776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3,557,055,199.01元。

2018年末，公司本部已累计提取盈余公积金724,935,742.50元，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不再提取法定公积金。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2018年末总股本1,449,871,485股为基数（最终以实施本次

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数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2,464,781,524.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五、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2019年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共计1,461,500万元。

七、审议通过《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高层管理人员2018年度奖励薪酬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谢飞鸣、敖新华、尹爱国、谭兆春、宋瑛、居琪萍回避表

决本议案。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2018年度奖励薪酬总额15,100万元（税前），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具体分配。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对企业会计政策发生变更的情况， 公司对原会计报表列报的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含子公司）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含55亿元）额度的自有闲

置资金向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谢飞鸣、黄智华、雷骞国、敖新华、尹爱国、饶东云、谭兆

春、宋瑛、居琪萍回避表决本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西

海鸥贸易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预计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74,385万元。 同时，公司调整与

关联方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废钢、合金的关联交易，新增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服务项目与交易金额均不变。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方大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1500万美元综合

授信、大新银行有限公司1500万美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细则〉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序号第二、三、四、五、六、七、十二、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议案均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议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2月2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之《方大特钢2018年年度报告》、《方大特钢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方大特

钢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方大特钢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方大特钢2018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方大特钢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方大特钢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方大

特钢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方大特钢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方大特钢关于担保的公告》、《方大特钢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方大特钢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方大特钢董事会议事规则》、《方大特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方大特钢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工作细则》、《方大特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方大特钢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细则》和《方大特钢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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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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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2月20日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5人，亲自出席监事5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公司审计机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19]

0016号）确认，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2,811,575,243.46元，加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2,927,027,520.86元，提取法定公积金59,798,789.31元，减去2017年度利润分配红利2,121,748,

776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3,557,055,199.01元。

2018年末，公司本部已累计提取盈余公积金724,935,742.50元，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不再提取法定公积金。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2018年末总股本1,449,871,485股为基数（最终以实施本次

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数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2,464,781,524.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三、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对企业会计政策发生变更的情况， 公司对原会计报表列报的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含子公司）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含55亿元）额度的自有闲

置资金向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上述序号第一、二、三、七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议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2月2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之《方大特钢2018年年度报告》、《方大特钢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方大特钢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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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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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需对原会计报表列

报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按照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2018年6月15日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日期

上述关于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及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其中，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

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归并原有项目：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的表述：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将公司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款放入“其他收益”项目。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

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

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

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2019年2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

的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16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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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含

子公司）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含55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向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如下：

一、概述

（一）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含子公司）使用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含55亿元）额度的自有闲

置资金向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品种为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

风险理财产品。

（三）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授权期限

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期限为自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实施方式

上述进行购买银行、 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具体事项在投资额度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组织实施。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银行、 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因此投资的预期收益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及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

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

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资金的安全。

2.公司财务管理部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汇总台账，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

工作。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含子公司）运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理业绩水平。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低风险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低风险理财产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意见：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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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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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根据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销售公司” ）、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贸易” ）发生关联交易，预计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74,385万元。同时，公司调整

与关联方江西贸易采购废钢、合金的关联交易，新增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江西贸易发生关联交易，服务项

目与交易金额均不变。

2019年2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关联董事谢飞鸣、黄智华、雷骞国、敖新华、尹爱国、饶东云、谭兆春、宋瑛、居琪萍回避表决，

该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序

号

卖方 买方

合同/协

议

服务项目 结算价格 付款方式

预计交易期

限

预计交易金

额

1

平煤销售公

司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合同

采购焦炭等

原料

市场价格 协议约定

2019年

2-12月

58,000万

元

2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江西贸易 合同 水渣等产品 市场价格 协议约定

2019年

3-12月

16,385万

元

1.公司向平煤销售公司采购焦炭等原料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付款方式

依据协议约定；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江西贸易销售水渣等产品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

价格确定，付款方式依据协议约定（水渣是炼铁高炉矿渣，系公司产品的副产品，用于生产水泥和混凝

土）。

（二）公司与江西贸易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1月18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关联方江西贸易采购

废钢、合金，预计交易金额160,500万元” 。 （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1月3日、1月1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公告》、《方大特钢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江西贸易关联交易新增公司控股子公司，服务项目及交易金额均不变，

新增后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卖方 买方

合同/协

议

服务项目 结算价格 付款方式

预计交易期

限

预计交易金额

江西贸易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

合同

采购废钢、合

金

市场价格 协议约定

2019年

1-12月

160,5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江西贸易采购合金、废钢，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按协议约定结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销售有限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体育路北5号院，注册资本：

22500万元，主营业务：批发、零售：焦炭、煤炭、煤矸石、建材、钢材、铜材、铝材、生铁、电线电缆、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焦炭、炭素与石墨制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对外贸易。

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平煤销售公司总资产160,823.39万元，负债125,283.92万元，资产

负债率77.9%%，营业收入845,332.95万元，利润总额1,556.37万元。

2.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主营铁矿

石、铁精粉、焦炭、钢材等销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江西贸易总资产36,359.68万元，负债19,605.33万元，资产负债率

53.92%，营业收入243,142.46万元，利润总额6,112.41万元。

（二）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平煤销售公司13.33%股权，公司董事在平煤销售公司担任董事。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持有公司44.38%股份。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贸易100%股权。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关联方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生产经营提供服务，实现优势互补，符合

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业

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该项交易。 同意将本事项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在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事项。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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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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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方大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情况：本次担保合计3000万美元。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168,000万元（其中包括对方

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额度， 不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94%。其中，公司对外担保发生总额83,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32%。（2019年2月19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42元， 本次担保金额3000万美元折合20,

292.6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方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公司” ）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1500万美元综合授信、在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1500万美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香港方大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资本：壹仟万港元，注册地：中国香港，主要从事铁

矿石、钢材、热压块、海绵铁及生铁贸易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香港公司本部总负债及权益58,951,658美元，权益36,137,651美

元，总负债22,814,007美元，收入63,175,463美元，盈利13,420,948美元。 （上述数据采用香港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

香港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尚未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合同》。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能

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

经营需要。 截至目前，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且具有实际债

务偿还能力。 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

定。 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了担保程序。 该担保

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8,000万元（包含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相

担保额度,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94%。 其中，公司对外担保发生总额83,

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32%。

公司无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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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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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0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

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

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控股股东不

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

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

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

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

资金占用、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

东的利益。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二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

定人数的2/3（即八人）时；

……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二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

定人数的2/3时；

……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

大会的决议。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

举行。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第一百二十五条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会议应有过

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

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

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

内行使董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

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

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

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

内行使董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

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独立董事不得委

托非独立董事代为投票。

第一百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

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需要适时设立其

他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提名、审计、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

委员会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职责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的有关

规定执行。

第一百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

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需要适时设立其

他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提名、审计、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

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职责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公司的有关规定执

行。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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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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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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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4日九点整

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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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

至2019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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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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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 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7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

8 关于高层管理人员2018年度奖励薪酬的议案 √

9 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10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1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细则》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已于2019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登载《方大特钢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方大特钢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方大特钢2018年年度报告》、《方大特钢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方大特钢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方大特钢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方大

特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方大特钢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8、9、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方威先生、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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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07 方大特钢 2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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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场登记手续

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工 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印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代理人应持委托人及本人 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

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 或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3月8日8:30-11:30，14:00-16:30

2019年3月11日-13日8:30-11:30，14:00-16:30

3、登记地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

4、传真号码：0791-88386926� � �联系电话：0791-88396314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按已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确认其与会资格；

2、现场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通讯地址：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邮政编

码：330012。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3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 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7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8 关于高层管理人员2018年度奖励薪酬的议案

9 关于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0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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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2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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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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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现将2018年1-12月份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2018年1-12月）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钢铁业 1,693,306.24 1,143,361.85 25.22 23.59

采掘业 7,386.92 2,881.83 -20.83 0.69

二、产销量情况

单位：万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生产量比上年增

减（%）

销售量比上年增

减（%）

钢铁业（汽车板簧、螺纹钢、弹簧扁钢、线材

等产品）

445.40 444.69 15.07 13.75

采掘业（铁精粉） 14.31 12.03 -6.85 -22.37

注：上述生产经营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数据，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

各位投资者参考。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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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