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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春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兆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晓红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04,718,930.09 3,375,935,832.72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266,576.90 254,630,627.07 -6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81,821,819.99 236,000,351.54 -6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735,135.69 268,023,085.33 -2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4 0.1154 -6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4 0.1154 -6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7.24% -5.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990,701,654.89 11,521,482,315.83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85,264,105.77 4,460,867,040.23 2.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73,838.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04,244.5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187,016.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961.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理财产品收益 31,657,981.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997,812.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068,471.68

合计 18,444,756.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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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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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 587,871,726

朱峥 境内自然人 6.34% 140,000,000 质押 11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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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非文 境内自然人 5.99% 132,200,000 质押 129,180,000

燕卫民 境内自然人 3.60% 79,536,000 质押 79,536,000

王继满 境内自然人 2.63% 58,100,000 质押 58,099,100

刘本忠 境内自然人 1.48% 32,570,010 质押 27,469,930

中国国投高新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5,200,000

金洁 境内自然人 0.92% 20,390,000 质押 2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2% 13,584,04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587,871,726 人民币普通股 587,871,726

朱峥 1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0

李强 1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0

李非文 13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200,000

燕卫民 79,5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36,000

王继满 5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100,000

刘本忠 32,570,010 人民币普通股 32,570,010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0

金洁 20,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9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584,041 人民币普通股 13,584,0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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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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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0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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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33,139,900.47 745,640,967.57 25.15% 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365,099,332.01 0.00% 会计政策修订，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

的项目变更为其他权益工具列报，及股票

市价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上升所致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237,000,000.00 -57.81% 报告期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 283,671,745.93 424,131,625.67 -33.12% 报告期缴纳上年企业所得税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20,269,727.42 32,109,176.43 -36.87%

报告期应缴纳的增值税减少，相应附加费

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6,634,856.61 1,142,284.02 480.84%

报告期研发人员范围及研发项目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46,473.26 1,677,875.59 -281.57%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下降，冲回已提取

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32,475,534.43 20,739,303.93 56.59% 报告期收到的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267,114,969.96 698,485,350.54 -61.76%

报告期钢材销售价格下跌，原材料采购价

上升，导致单位毛利下降；销量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0,294,333.63 169,869,369.49 -58.62%

报告期实现的利润总额下降，计提所得税

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8,735,135.69 268,023,085.33 -22.12% 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回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1,242,615.86 28,715,602.08 1227.65% 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8,610,758.39 -447,825,313.73 不适用

报告期归还银行借款、分配少数股东股利

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股票自2016年9月19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9月19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3）。2016年9月30日，经与相关各方论证，公司筹

划的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 并于2016年10月10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6-067）。

2016年10月1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72），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

至少每5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6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6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

关公告。 2017年6月23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

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34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17年6月29日

前将有关说明材料进行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后，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及相关

人员对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和回复，由于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公司预

计无法在2017年6月29日前完成回复，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6月29日披露了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9）。

2018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

并完成了对重大资产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16日上午开市

起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披露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8-089）、《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

的回复》、《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

订稿）》等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中介机构及其他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3月2日起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修订稿）后的

进展公告》等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年12月5日，公司收到苏州中院的《应诉通知书》【（2016）苏05民初

字第388号】、《追加被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人郭照相起诉周建

清、许军、张家港市新天宏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宏” ）及公司，请

求法院判令：①新天宏、公司连带赔偿郭照相已向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履行的担保债务208,661,945.94元及相应利息；②周建清、许军向郭照相

各承担上述诉请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该案分别于2017年5月10日、5月25

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及开庭审理。因该案事由涉及沙钢集团重组原高新张铜

股份有限公司前的老股东，公司已向苏州中院提出将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

司（现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公司）列为本案的第三人，苏州中院于2017

年10月25日再次进行开庭审理。 其后，双方根据庭审情况分别向法庭提供

了新的证据。 2019年1月9日，苏州中院再次组织各方对后续提交的证据进

行质证、答辩后，随即开庭进行了公开审理。 2019年3月20日，公司收到苏

州中院发出的【2016】苏05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法院驳回了原告郭

照相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6年12月06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6-090）

2017年01月20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7-008）

2019年03月22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2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1.36% 至 -42.05%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25,000 至 37,50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4,7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是钢材价格下跌，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产品销售毛利同比大幅下降；二

是高炉大修，产销量同比减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50,563,

368.00

0.00 232,233,533.13 0.00 0.00 57,746,724.51 360,208,078.84 自有资金

合计

50,563,

368.00

0.00 232,233,533.13 0.00 0.00 57,746,724.51 360,208,078.84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0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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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9年

4月19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何春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刊

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刊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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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9年

4月19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连桂芝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

变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程序、修改涉及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刊登于2019年4月24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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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7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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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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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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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公司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

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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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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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信用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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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

险；

3、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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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金融工具披露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金融工具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自施行日，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

关信息，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追溯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

值和首日执行新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

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程序、修改涉及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实施，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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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宏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全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俊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4,543,588.48 2,118,364,035.34 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600,774.10 81,288,495.35 1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5,262,140.51 78,719,767.81 2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5,010,182.40 64,877,485.09 -60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2.92%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708,396,367.23 14,529,023,160.51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86,612,227.08 2,991,006,469.97 3.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9.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5,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0,904.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755.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59.05

合计 -661,366.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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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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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03% 452,363,593 质押 358,400,000

郑宏舫 境内自然人 14.43% 159,084,924 119,313,693 质押 91,300,000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

智117号－宏润建设2018年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41% 48,583,053

尹芳达 境内自然人 1.28% 14,104,215 10,578,161

李张敏 境内自然人 1.18% 13,027,900

何秀永 境内自然人 0.96% 10,604,146 7,953,109

严帮吉 境内自然人 0.92% 10,146,996

王富强 境内自然人 0.82% 9,000,000

赵熙逸 境内自然人 0.80% 8,865,060

林备战 境内自然人 0.69% 7,645,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452,363,593 人民币普通股 452,363,593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智117号－宏润

建设2018年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583,053 人民币普通股 48,583,053

郑宏舫 39,771,231 人民币普通股 39,771,231

李张敏 13,02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27,900

严帮吉 10,146,996 人民币普通股 10,146,996

王富强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赵熙逸 8,865,060 人民币普通股 8,865,060

林备战 7,6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45,000

吴洁 6,816,149 人民币普通股 6,816,149

郑建国 5,401,062 人民币普通股 5,401,0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郑宏舫、尹芳达、何秀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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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1、 本报告期君莲C1地块 （保障

房）开发支出等业务支出项目增加；2、上年同期收到BT项目回购款1.2亿元、收回浙江全景

置业有限公司联合投资款1.00亿元，而本报告期无同类项目现金流入。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05亿元，同比增长18.23%，其中建筑施工收入24.25

亿元， 占比96.82%，房地产收入3,753.36万元，占比1.50%；实现净利润9,460.08万元，同比

增长16.38%。

2、2019年一季度，公司努力拓展市场，积极开发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市政路桥等基础

设施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建筑业新承接工程23.71亿元，中标宁波市兴宁路（兴宁桥至福

明路）综合整治工程II标段项目、上海卢湾区第52街坊肇嘉浜路18号地块总承包工程、新建

君莲基地C1地块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等重大工程。

3、2019年一季度，公司青海80兆瓦光伏并网电站正常运营，完成发电量3,495万度，签

订商品房销售合同 3,554万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宏润控股 、

郑宏舫

书面承诺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

与或进行任何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

的业务活动。

2003年09

月30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333,

300.00

4,397,096.95 5,506,355.24 自有资金

合计

333,

300.00

0.00 4,397,096.95 0.00 0.00 0.00 5,506,355.24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宏舫

2019年4月24日

江 苏 沙 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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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阳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龙田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6,068,153.40 343,639,177.05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421,904.57 109,235,738.09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11,372,765.58 109,115,645.36 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815,017.97 182,280,203.23 1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3.00% 0.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82,828,555.23 3,881,028,162.98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58,277,814.19 3,635,088,386.82 3.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0,222.73

主要是分摊计入的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704.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379.67

合计 49,138.9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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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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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53% 386,531,991 102,058,060 质押 140,926,500

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6% 92,864,681

中国海口外轮代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2,973,718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2,620,824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0% 2,619,965

曹欧劼 境内自然人 0.37% 2,418,84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 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1,861,100

于曦华 境内自然人 0.24% 1,575,900

王启 境内自然人 0.18% 1,208,800

魏玉娇 境内自然人 0.18% 1,168,06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284,473,931 人民币普通股 284,473,93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92,864,681 人民币普通股 92,864,681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2,973,718 人民币普通股 2,973,71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20,824 人民币普通股 2,620,82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19,965 人民币普通股 2,619,965

曹欧劼 2,418,840 人民币普通股 2,418,8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1,100

于曦华 1,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900

王启 1,2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8,800

魏玉娇 1,168,061 人民币普通股 1,168,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无偿托管海口港集团公司； 海口港集团公司持有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

公司50%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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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52,362,259.90 10,889,488.27 380.85%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应收船舶运费增加。

预付款项 8,533,420.58 6,049,519.22 41.0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预付购油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4,272,389.29 3,256,836.67 31.18%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生产性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897,525.63 7,446,494.60 -47.6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新海轮渡公司可抵扣固定

资产进项税额减少。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33,654,874.66 85,398,921.82 56.51%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新海轮渡公司应付外港船

舶运费增加。

预收款项 34,498,327.72 25,654,514.00 34.47%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新海轮渡公司预收售票款

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1,171,803.04 48,517,588.86 -35.75%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支付职工年终绩效薪酬。

应交税费 39,912,638.94 2,980,460.26 1239.14%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利润增加企业所得税增加以及去

年第四季度收到退回预缴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164,625.00 10,491,125.00 35.0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持有的海汽股份股价上涨。

其他综合收益 42,493,875.00 31,473,375.00 35.0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持有的海汽股份股价上涨。

专项储备 1,966,361.16 1,219,338.36 61.2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入增加， 计提安全生产基金增

加。

二、收入和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5,442,050.19 3,089,953.50 76.1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新海轮渡公司加大“预约过

海” 购票模式宣传力度。

管理费用 19,542,846.51 34,389,713.34 -43.17%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梳理业务，生产人员的社保和住房

公积金调入营业成本。

财务费用 -927,513.08 -1,753,616.14 47.11%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新海轮渡公司售票款增加

导致手续费增加。

利息费用 448,350.01 657,580.00 -31.8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贷款本金减少导

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020,500.00 6,576,750.00 67.57%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持有的海汽股份股价上涨。

三、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4,815,017.97 182,280,203.23 12.3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的代售票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016,572.12 -137,776,063.17 81.12% 主要是去年同期回购新海一期竣工资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4,393.76 -739,777.50 31.82%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的银行利息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36,008,

500.00

14,694,

000.00

56,658,

500.00

0.00 0.00 0.00

92,667,

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36,008,

500.00

14,694,

000.00

56,658,

500.00

0.00 0.00 0.00

92,667,

0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公司

董事长：林健

2019年4月23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9-16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议案情况，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提请增

加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23

日上午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

投票方式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82,959,

2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1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390,013,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0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1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2,946,2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林健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秘、证券事务代表、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34,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64,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7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34,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64,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7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34,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64,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7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公司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0634号）。2018年度公司全年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104,958.06万元， 同比上升7.32%； 实现利润总额28,303.42万元， 同比下降

5.47%；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21,056.84万元，同比下降7.56%；基本每股收益为0.32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5.8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04,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7%；反对5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34,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282%；反对5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1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00,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9%；反对5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30,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489%；反对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00,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9%；反对5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30,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489%；反对5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210,568,430.87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4,781,009.54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195,787,421.33元，加上年初公司未分配利润796,761,358.85元，减去报告期已

分配现金红利101,603,792.00元，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890,944,988.18元。

2018年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660,424,648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

利人民币1.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5股。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公司本

次利润分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分红承诺。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34,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9%；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64,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7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为48.5万元人民币。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482,904,67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7%；反对5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534,2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282%；反对5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1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张晋顼律师、黄红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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