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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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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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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净利润2,090,591,806.37

元，加上2017年末未分配利润-881,913,280.31元，本年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1,208,678,526.06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18年末总股本2,393,684,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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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239,368,44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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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 6005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锋 徐静

办公地址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

电话 0372-3120175 0372-3120175

电子信箱 aygtdb312@126.com aygtdb312@126.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集炼焦、烧结、冶炼、轧材及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可生产的钢材品种有

中厚板、热轧卷板、高速线材、建材、型材等。

公司原燃材料采购由采购处和进出口分公司等部门负责。 采购方式主要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

等。

公司生产管理由生产安全处负责。 根据公司产能和市场需求状况制定下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按

照产线效益高低和生产资源的变化，适时调整各产线生产计划，优化资源配置。

公司钢材销售由销售公司负责。公司根据对市场需求的判断，结合区域市场的布局，巩固拓展销

售渠道，制订年度销售计划，明确销售目标。

2018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钢铁行业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结构不断优

化，运营质量不断提高，保持了整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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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83,253,626.39 33,152,754,948.52 3.41 32,410,734,408.98

营业收入 33,176,537,435.18 27,029,207,890.24 22.74 22,044,431,5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56,669,101.22 1,600,781,548.19 15.99 123,237,14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29,255,026.34 1,644,345,889.20 17.33 117,349,69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326,767,350.01 6,453,204,301.30 29.03 4,835,938,61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49,611,463.16 3,808,937,471.53 22.07 1,406,673,410.00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776 0.669 15.99 0.051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776 0.669 15.99 0.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12 28.40

减少3.28个百分

点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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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8,259,333.88 9,509,483,054.92 9,927,602,576.79 7,481,192,46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794,095.86 887,936,644.31 555,980,169.22 283,958,19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27,959,235.04 878,903,724.64 555,782,268.62 366,609,79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3,387,931.16 2,200,264,334.03 723,755,126.19 992,204,0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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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7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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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39,571,589 60.14 质押 719,777,700 国有法人

张素芬 15,700,000 0.66 未知 其他

樊昌文 6,685,000 0.28 未知 其他

王春飞 4,800,000 0.20 未知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750,000 0.20 未知 其他

刘忠明 4,507,300 0.19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4,418,600 0.18 未知 其他

田国英 3,500,000 0.15 未知 其他

夏重阳 3,200,000 0.13 未知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999,954 0.13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股东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

动人；未知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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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

场所

安阳钢铁

股份有限

公司2011

年公司债

券 （第一

期）

11安钢01 122107 2011年11月11日 2018年11月11日 0 7.87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安阳钢铁

股份有限

公司2011

年公司债

券 （第二

期）

11安钢02 122105 2012年2月14日 2019年2月14日

70,332,

000

6.90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2018年共兑付公司债利息1520万元、本金13153.3万元，均按规定时间兑付。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11安钢01” 和“11安钢02” 发行时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AA，该两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2018年4月12日，中诚信对该两期债

券进行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该两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

定。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4.47 79.63 减少5.16个百分点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7 0.15 13.33

利息保障倍数 3.29 2.75 19.6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1.77亿元，同比增长22.7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8.57亿元，同

比增长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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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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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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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应

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

利息” 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应

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

“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 “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

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

期应付款” 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期末金额2,215,831,747.83元，期初金额

2,564,362,733.63�元；“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

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期末金额14,295,824,

333.74元， 期初金额13,455,361,638.51�元；“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调增“其他应收

款” 期末金额0元，期初金额0元；

“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

调增“其他应付款” 期末金额17,522,476.38元，期初金额

22,603,022.77元；“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 “固定资产” 列

示，调增“固定资产” 期末金额0元，期初金额0元；“工程物

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调增“在建工程” 期末金额

132,071,453.32元， 期初金额23,159,200.06元；“专项应

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调增“长期应付款” 期末

金额0元，期初金额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

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

息收入” 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2,501,093.1元， 上期金额3,

721,768.2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项下列

示“利息费用” 本期金额924,774,924.09�元，上期金额1,

007,257,221.31�元；列示“利息收入” 本期金额100,574,

019.72�元；上期金额86,653,931.84�元。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期末金额0元，期初

金额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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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通公司）

安阳钢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建设公司）

潍坊安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安鲁）

安阳豫河永通球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河永通公司）

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冷轧公司）

安钢集团永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通进出口公司）

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周口公司)

本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

证券代码：

600569

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

2019

—

015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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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于2019年3月19日在安钢会展中心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

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李利剑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经理工作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净利润2,090,591,806.37

元，加上2017年末未分配利润-881,913,280.31元，本年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1,208,678,526.06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18年末总股本2,393,684,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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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239,368,44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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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并通过《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并通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李利剑、李存牢、张怀宾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

案。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酬金预案》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年审酬金150万元

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津贴预案》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津贴为4万元人民币（税后）/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1、3、4、5、7、10、11、12、14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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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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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会议于2019年3月19日在安钢会展中心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际参加

监事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福永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公司2018年度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5、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8、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公司2019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酬金预案的议案

10、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津贴预案的议案

11、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2、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上述1、2、4、5、6、8、9、10、12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监事会认为：

1、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进行规范运作，

严格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授权。 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务时没有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不存在重大隐瞒、

遗漏和误导性陈述。

3、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考虑了公司未来业务发

展和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4、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5、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实事求是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的效果。

6、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未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7、公司独立董事津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其酬金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

8、本次会计政策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

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9、《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符合《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调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积极性，提升工作

效率和经营效益，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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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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1,191,444.00万元，实际交易总金额为1,180,920.52

万元，差异-10,523.48万元，差异原因主要是交易量或交易价格变动，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8年预计 2018年实际 差 异

差异说

明

一、采购商品及接收劳务 653,912.00 651,823.35 -2,088.65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渣钢等 25,070.00 24,479.46 -590.54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矿石、煤等 283,525.00 283,304.68 -220.32

河南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矿等 38,600.00 38,568.86 -31.14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材料等 27,057.00 26,919.66 -137.34

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白灰等 54,750.00 54,668.39 -81.61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劳务 10,700.00 10,648.53 -51.47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配件、运输 23,870.00 23,792.41 -77.59

安钢集团永通钢花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材料、劳务 10,050.00 10,006.18 -43.82

安钢集团冶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 1,300.00 1,263.19 -36.81

安阳市西区综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 3,900.00 3,894.37 -5.63

安钢自动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劳务 13,200.00 13,100.66 -99.34

安阳三维物流公司 劳务 10,000.00 9,861.84 -138.16

河南安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材料 700.00 665.61 -34.39

河南缔拓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劳务 600.00 549.15 -50.85

河南缔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40.00 30.90 -9.10

安阳安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 1,200.00 1,153.76 -46.24

日照永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矿石、劳务 5,500.00 5,384.55 -115.45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废钢、煤 135,300.00 135,033.72 -266.28

河南水鑫环保有限公司 材料 1,100.00 1,093.87 -6.13

上海鼎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450.00 7,403.56 -46.44

二、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537,532.00 529,097.17 -8,434.83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钢渣等 14,820.00 14,638.93 -181.07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材料等 702.00 647.71 -54.29

圣荣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4,800.00 4,742.63 -57.37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等 230.00 212.66 -17.34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材料等 48,890.00 41,486.39 -7403.61

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焦炭、钢材、材料

等

900.00 892.62 -7.38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材料等 2,400.00 2,321.20 -78.80

安阳市西区综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材料等 1,200.00 1,131.39 -68.61

安钢集团永通钢花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水渣等 3,350.00 3,284.06 -65.94

安钢自动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材料 90.00 89.40 -0.60

安钢集团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材料等 2,880.00 2,844.68 -35.32

安钢集团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钢材 63,001.00 62,985.79 -15.21

安钢集团冶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汽等 55.00 41.06 -13.94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250.00 238.50 -11.50

河南缔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266,000.00 265,595.25 -404.75

安阳安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143.85 -6.15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127,800.00 127,786.93 -13.07

河南安钢大厦有限公司 9.00 9.20 0.20

河南水鑫环保有限公司 5.00 4.92 -0.08

三、关联交易总额 1,191,444.00 1,180,920.52 -10,523.48

二、 预计2019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一）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类别 项目 关联人

数量

2019年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2018年

（万吨） 总金额

采购原料

及接受劳

务等合计

矿石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650 335,000.00

15.34%

283,283.26

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4 45,800.00 38,568.86

日照永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228.92

小计 380,800.00 327,081.04

废钢、合金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10,200.00

5.54%

9,908.35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20 66.24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4 8,800.00 30,295.61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 115,000.00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3,400.00 2,970.07

小计 137,620.00 43,240.27

煤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95 115,000.00

6.04%

104,738.11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0 35,000.00

小计 150,000.00 104,738.11

白灰

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51,000.00

2.05%

54,222.50

小计 51,000.00 54,222.50

材料 、 劳务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0

6.22%

8,601.46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1.42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20,400.00 23,892.45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4,000.00 23,726.17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9,200.00 10,648.53

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905 445.89

安阳市西区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900.00 3,894.37

河南安钢泽众冶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50.00 1,263.19

河南安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50 665.61

安钢集团永通钢花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1,100.00 10,006.18

河南缔拓实业有限公司 750 549.15

河南缔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5 30.9

安阳安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7,200.00 1,153.76

安阳市殷都区钢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

800

日照永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55.63

安阳三维物流公司 20,205.00 9,861.84

安钢集团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2,450.00

河南水鑫环保有限公司 950 1,093.87

安钢自动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0 13,100.66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13,100.00 7,403.56

安钢集团新峰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700.00

小计 154,895.00 116,514.64

租赁费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50.00

0.21%

5,183.38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57 57.14

小计 5,107.00 5,240.52

综合服务费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00.00

0.17%

786.27

小计 4,300.00 786.27

采购原料及接受劳务等合计 883,722.00 35.57% 651,823.35

（二）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类别 项目 关联人 数量（万吨）

2019年预计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2018年总金

额

销售

产品

或商

品

钢材、废

次 材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55%

646.14

圣荣贸易有限公司 1.35 5,000 4,742.63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29 98,200.00 41,102.27

安钢集团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1.2 4,000.00 62,984.40

安钢集团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5 4,500.00 2,766.91

河南缔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72 265,500.00 265,595.25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50 184,000.00 127,786.93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0.14 500 238.5

小计 561,700.00 505,863.03

水渣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5 7,650.00

0.34%

7,653.22

安钢集团永通钢花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14.14 1,600.00 3,154.37

小计 9,250.00 10,807.59

钢渣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0 800

0.03%

813.9

小计 800 813.9

煤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0.66%

小计 18,000.00

水电汽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50

0.08%

944.28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 181.68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05 102.47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82.26

河南安钢泽众冶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50 36.24

安阳市西区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950 922.6

小计 2,255.00 2,269.53

材料、劳

务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00.00

0.33%

5,226.37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2,218.73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500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 1.57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260 202.44

安钢集团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5 1.39

河南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55 130.4

河南安钢泽众冶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5 4.82

安钢自动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0 89.4

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200 892.62

安钢集团永通钢花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80 129.69

安阳安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00 143.85

安阳市西区综合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30 208.79

安钢集团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50 77.77

河南安钢大厦有限公司 10 9.2

河南水鑫环保有限公司 6 4.92

小计 9,206.00 9,343.12

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等合计 601,211.00 21.98% 529,097.17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公司的基本资料及关系(金额单位：万元)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公司的资料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日期 注册资本

安阳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安阳市殷都

区梅元庄

冶金产品和副产

品、钢铁延伸产品、

化工产品、 冶金辅

料、建材等

母公司。 拥有本

公司60.14％股权

李利剑 1995年12月27日 313,153.20

(2)不存在控制关系但有交易往来的关联公司的名称及与本公司的关系如下：

企业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安钢集团福利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56.71%的股权

于明兴 3,000.00

安阳市

殷都区

经营钢材及边角废料和劳保用

品、 电器及元件、 高低压配电

柜、钢铁冶炼辅料

安钢集团附属企

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83.95%的股权

于明兴 12,000.00

安阳市

殷都区

冶金辅助产品生产, 废钢及废

旧金属回收、 五金交电化工的

销售

安钢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

谷少党 10,000.00

安阳市

殷都区

铁矿产品、 冶金产品、 机械设

备、电子仪器、仪表、汽车配件、

五金交电、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进出口的业务

圣荣贸易有限公

司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全资

子公司

谷少党 800万美元

香港九龙尖沙

咀广州路7-11

海港城

进出口贸易

日照永盛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50%的股权

谷少党 600.00

日照市黄海一

路106号

物流服务；国内沿海船舶、货物

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租赁信息

咨询； 普通货物进出口； 矿产

品、煤炭、钢材、焦炭、普通机械

设备及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及易

燃易爆化学品）

安钢集团汽车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尹华敏 2,000.00

安阳市殷都区

梅元庄

普通货运、集装箱运输、、危险

货物运输、货物联运、物流服务

等

安钢集团冶金炉

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

李军希 8,200.00

安阳县

铜冶镇

冶金炉料、货物运输、机加工、

石灰石开采

河南安钢集团舞

阳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薛国平 98,833.20

舞钢市

朱兰镇

铁精矿、球团矿及延伸产品

安钢集团永通钢

花物流贸易有限

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55.56%的股权

陈建伟 530.00

安阳县水冶镇

人民路

经营企业法人资产、 冶金机电

设备的铆焊、修理，汽车及工程

机械的修理， 经销焦粉、 机电

（不含小轿车）、 工矿产品、工

程机械及配件、五金、橡胶、水

泥、水泥制品、矿渣、代工产品

（化学品除外）

安阳市西区综合

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袁振锋 6,000.00

安阳市殷都区

梅元庄

综合污水处理及回收 （涉及专

项许可的需持许可证、 审批文

件经营）

河南安钢泽众冶

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罗大春 300.00

安阳市殷都区

梅元庄

冶金行业钢铁工程设计， 冶金

行业矿山工程设计， 民用建筑

工程设计

安钢集团钢材加

工配送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66.67%的股权

于明兴 6,000.00

安阳市开发区

长江大道

钢材加工、销售、来料加工、钢

结构制作与销售， 螺旋焊管生

产与销售

安钢集团金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王遗清 2,000.00

安阳市殷都区

钢二路

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 （凭有效

资质证核定的范围经营）

安钢自动化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

郜海明 5,600.00

安阳市殷都区

梅元庄

自动化系统集成、安装、调试与

维保， 自动化系统升级与改造

工程，信息技术咨询，软件开发

与销售，网络集成与施工，视频

技术，电子产品设计、集成与销

售，测量设备校准及测量服务，

自动化相关产品销售

河南安淇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

姚东波 1,000.00

河南省鹤壁市

淇县高云路

小麦、玉米、蔬菜、食用菌及园

艺作物种植、销售；造林苗木、

经济林苗木、城镇绿化苗木、花

卉生产、销售；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养护；奶牛养殖、销售；批

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住

宿、 游泳池； 冶金辅助产品生

产、销售；含凉菜、不含裱花蛋

糕、不含生食海产品；乳制品[液

体乳（巴氏杀菌乳）、发酵乳]、

饮料 （蛋白饮料类） 生产、销

售；木材包装材料加工、销售

河南缔拓实业有

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

姚东波 3,000.00

安阳市殷都区

梅元庄

物业管理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 （凭有效

资质证经营）； 林木、 花卉、盆

景、草坪的培育、种植；文具、体

育用品、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

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纺

织品、服装、日用品、家具玩具、

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 （凭有

效食品流通许可经营） 批发兼

零售。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旅

行社服务；房屋租赁；生产、销

售饮料 [瓶 （桶） 装饮用水类

（饮用纯净水、 其他饮用水）、

果汁及蔬菜汁类，其他饮料类],

纯净水，冷冻饮品

安钢集团信阳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14.24%的股权

何殿洲 21,067.00

信阳市明港镇

新民路34号

生铁、钢坯、钢材、水泥、水渣、

铁合金、 机加工产品的生产和

经营； 冶金器械维修、 技术开

发、咨询及培训；电子产品；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硫酸铵（化

肥）、氧气、氮气、电子产品销售

河南缔恒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刘忠东 5,000.00

郑州市金水区

金水路280号

企业资产管理、企业投资管理、

企业投资咨询；物业管理（凭有

效资质证经营）、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凭

有效资质证经营）、餐饮企业管

理、酒店管理（不含餐饮及酒店

经营）；自有房屋出租；停车场

管理；招投标代理；展览展示服

务、会议服务、文化交流活动策

划；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及制品、矿产品、煤炭、耐

火材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

爆及危险化学品）、五金、电子

产品、日用百货、文化体育用品

及器材、预包装食品；工程设备

的批发零售及安装； 废旧物资

回收；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河南安钢大厦有

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

刘忠东 6,275.32

河南省郑州市

金水区机场路

68号

住宿、餐饮（以上各项凭证）；

商务、洗衣服务；百货、化工产

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品）、

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电子产

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的

销售；房屋租赁；卷烟零售；洗

浴；旅游管理；钢材销售

安阳三维物流有

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48%的股权

尹华敏 50.00

安阳市殷都区

北士旺村

汽车配件销售、普通货运、物流

服务

河南水鑫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钢集团附属

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其51%的股权

于明兴 500.00

安阳市殷

都区梅园庄安

钢大道安钢厂

区

环保技术的设计、研发、技

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环境工程

（废水、废气、固废、粉尘、污染

修复）及市政工程设计、总承包

建设；废水、废气工程的运营；

生产、销售环保药剂（不含危险

化学品）、环保设备、给排水设

备、水处理设备及其安装

安阳安铁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50.5%

的股权

郭宪臻 13255.04

安阳市北关区

北仓街41号

铁路客货运输、仓储、装卸、煤

炭购销、铁路设施维修等

安阳易联物流有

限公司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30%的

股权

张江 1000.00

安阳市殷都区

武丁路武丁物

流院内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

货运代理； 钢材、 钢坯钢铁产

品、铁矿产品、废钢、煤炭、铁合

金产品冶金炉料、 机电设备销

售

安阳市殷都区钢

城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46%的股权

张宪胜 15,000.00

安阳市殷都区

安钢大道与钢

三路交叉口西

南角中国银行

安钢支行办公

楼

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办理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财务、融资等

咨询服务； 经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钢集团明维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47.67%的股权

程国彪 300.00

安阳市殷都区

北蒙街道办事

处四楼 426房

间

钢渣破碎生产、加工，冶金产品

和副产品(水渣、钢渣)销售，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2、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2018年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2018年末

2018年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1,147,130.28 756,482.81 -18,238.35

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26,942.43 23,853.63 1,577.42

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34,266.22 27,404.31 374.51

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97,211.96 34,916.92 3,506.78

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17,792.19 6,211.02 -595.26

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26,400.52 13,495.67 2,300.94

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77,657.60 151,004.29 1,750.07

安钢集团永通钢花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2,570.03 127.41 -20.27

安阳市西区综合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9,198.58 7,813.25 -343.27

河南安钢泽众冶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751.07 366.19 77.74

安钢集团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7,740.72 340.16 67.48

安钢自动化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16,626.65 11,607.11 1,842.06

安钢集团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0,483.63 6,010.79 56.35

安阳三维物流有限公司 7,249.06 2,711.47 1,161.67

河南缔拓实业有限公司 9,536.47 8,470.90 19.49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562,732.93 69,933.99 29,693.76

河南安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384.30 1,236.55 -133.75

河南安钢大厦有限公司 3,088.15 2,789.03 290.75

河南缔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77.85 7,068.52 3,886.26

圣荣贸易有限公司 55,699.35 15,953.34 2,116.72

安阳安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33,425.39 18,534.65 5,057.25

安阳市殷都区钢城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17,088.94 16,899.32 1,223.77

河南水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623.42 830.95 315.30

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 24,729.55 2,388.32 1,000.54

日照永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740.44 728.14 33.37

安钢集团明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44.82 110.10 -3.73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

中，前述关联方按约定履行，未出现违约情形。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销售、接受劳务、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交易双方按规定签订了协议。定价政策为：主要遵循市

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

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如果有国家政府制定价格的,按照国家政府制定的价格执行。 租赁固定

资产以该固定资产的年折旧金额为基础确定年租金。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由于公司受所处环境限制,一定程度上对安阳钢铁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在原材料、备品备件和综合服务等方面存在依赖性。 主要表现在本公司在以下方面与

关联企业存在关联交易：向关联企业销售钢材产品、提供原燃材料和水电汽供应；接受集团公司包括

警卫消防在内的综合服务、部分原料和劳保产品的供应；接受关联企业装卸、加工、运输等劳务等。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通过以上关

联交易,保证公司原燃材料采购、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

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2019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对与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李利剑、李存牢、张怀宾回避表

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全部同意,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会前审核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3.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

东的权益。

4.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对公司的利润无影

响。

(三)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舞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铁精矿、球团

矿供应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二）本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办公楼租赁协

议》，根据协议规定，公司租赁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2栋办公楼及附属设施，租金每年60

万元；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三）本公司于2008年4月在安阳与安阳市西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双方结算业务

互供协议》；合同执行时间：无固定期限。

（四）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综合服务合同》；

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五）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产品互供合同》；

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六）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产品互供及

维修服务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七）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钢材、煤碳、

废钢购销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八）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附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产品互供及

劳务供应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九）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白灰、焦炭等

产品互供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十）本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运输装卸及

产品供应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十一）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在安阳与安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进口矿石代

理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十二）本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在安阳与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厂区道路清扫、

绿化养护服务合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十三）本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在安阳与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厂区物业服务合

同》；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十四）本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在安阳与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合

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无固定期限。

（十五）本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在安阳与安阳易联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合

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无固定期限。

（十六）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在安阳与河南缔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2019年供货框架

协议》；合同执行时间：自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八、其他相关说明

（一）上述各类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备查文件目录

1.以上合同、协议的文本

2.独立董事意见书；

3.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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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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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2018年第四季

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10－12月） （10-12月） （1-12月）

营业收入 7,481,192,469.59 6,965,164,421.05 7.41 33,176,537,43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3,958,191.83 624,115,149.84 -54.50 1,856,669,10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66,609,798.04

633,300,852.48 -42.11 1,929,255,

02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92,204,071.78 466,421,444.21 112.73 4,649,611,463.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26,767,350.01 6,453,204,301.30 29.03

总资产 34,283,253,626.39 33,152,754,948.52 3.41

二、公司主要品种产量、销量、销售价格情况

主要

产品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销售价格（元/吨）

本期 本年累计 本期 本年累计 本期 本年累计

（10-12月） （1-12月） （10-12月） （1-12月） （10-12月） （1-12月）

型材 8.27 44.56 9.44 45.79 3634.88 3525.98

板带材 119.34 567.86 121.89 580.36 3641.04 3754.43

其他 48.87 192.94 51.68 195.45 3694.27 3616.68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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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

产及净利润等无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3月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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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根据上述修订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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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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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工程物资”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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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 项目；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2、利润表项目：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

（2）“财务费用” 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总资产、总

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等无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

财务报表项目列报调整，不涉及公司损益变动，变更后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根据财政部相关文

件的要求进行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