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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 山 钢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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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吴小弟 董事 工作原因 张锦刚

1.3� �公司负责人邹继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琨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

年财务报表年初数的影响详见四、附录4.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本公司第一

季度报告所涉及的2018年末财务数据均为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口径。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公司亮点

●经营业绩达到预期。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克服汽车市场低迷、多基地资源协同

的复杂形势，稳定制造过程，持续推进成本削减，一季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6.1亿元。

●成本削减开局良好。 新一轮成本削减工作稳步开展，一季度成本削减超额完成年度

目标时间进度，有效支撑公司业绩目标达成。

●湛江三高炉系统全面开工。 2019年3月29日，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全面开工，计

划于2021年投产。 项目建成后，湛江钢铁将形成年产铁水1,225万吨、钢水1,252.8万吨、钢

材1,081万吨的产能规模。

●智慧制造持续推进。 宝山基地4#转炉实现全自动出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键

炼钢+全自动出钢”工艺贯通，取得大型转炉“智慧炼钢”关键瓶颈突破。

●大力建设城市钢厂。梅钢公司煤筒仓系列工程联动调试成功，焦筒仓系列工程将于7

月建成，项目投运后可以减少煤焦粉尘的排放量85%以上，大幅改善周边环境。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40,804 335,141 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050 176,763 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5 3,591 -6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5,378 67,454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6 5,021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83 4,912 -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 3.0 减少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3 -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3 -4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

所得税影响额 21

合计 -58

2.3�主营业务分经营分部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经营分部

年初至报告期末（1-3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3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钢铁制造 50,735 46,183 9.0 54,541 45,272 17.0 -7.0 2.0

下降8.0个百

分点

加工配送 65,253 63,906 2.1 69,092 67,561 2.2 -5.6 -5.4

下降0.1个百

分点

其他 3,433 2,781 19.0 3,070 2,453 20.1 11.8 13.4

下降1.1个百

分点

分部间抵消 -53,934 -54,101 - -59,147 -58,818 - - - -

合计 65,487 58,769 10.3 67,555 56,468 16.4 -3.1 4.1

下降6.1个百

分点

2.4�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0,47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注1）

11,300,148,999 50.73 质押 2,850,000,000 国有法人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2,982,172,472 13.39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

800,000,000 3.59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666,600,578 2.99 无 - 国有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653,544,846 2.93 无 - 国有法人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

司

653,544,793 2.93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3,515,918 2.62 无 - 未知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280,000,000 1.26 无 -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94,224,180 0.87 无 - 国有法人

GIC�PRIVATE�LIMITED 188,843,978 0.85 无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1,300,148,999 人民币普通股 11,300,148,999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2,982,172,472 人民币普通股 2,982,172,47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6,600,578 人民币普通股 666,600,578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653,544,846 人民币普通股 653,544,846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653,544,793 人民币普通股 653,544,79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3,515,918 人民币普通股 583,515,918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2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4,224,180 人民币普通股 194,224,180

GIC�PRIVATE�LIMITED 188,843,978 人民币普通股 188,843,9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此之

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完成以其所持本公司部分A股股

票为标的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

行工作，将其持有的预备用于交换的共计2,850,000,000股本公司A股股票及其孳息作为

担保及信托财产，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名义持有，并以“中国宝武集团－中金公司－

17宝武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 详情

请参见本公司于2017年11月11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债券对持有的

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2.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季度，钢铁市场“长强板弱” 格局未得到明显改善，长材市场需求旺盛，汽车市场需

求低迷。 国内钢材CSPI指数环比四季度下跌5.6%，62%铁矿石普氏指数环比四季度上涨

15.5%，钢铁企业购销差价空间环比缩小。 进入二季度，中美贸易谈判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

号，同时，铁矿石价格高位运行，叠加国内减税降费等利好因素，对钢铁市场形成一定支撑，

国内汽车产销量跌幅有望收窄。

一季度，公司克服外部市场的巨大压力，全面稳定制造过程，推进新一轮成本削减工作

落地，强化四基地产销与盈利协同，经营业绩达到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铁产量1,

122.0万吨，钢产量1,183.9万吨，商品坯材销量1,115.1万吨，实现合并利润总额36.1亿元。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3.1.1�与2018年年末数（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口径）相比，合并资产负债表大幅变

动项目分析

（1） 金融工具类各项目与2018年末相比变动较大，主要为2019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报项目不同所致。

（2）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56.0亿元，主要为公司增加资金运作规模。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资产较年初减少5.0亿元，主要为财务公司债券逆回购到期。

（4）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较年初减少29.1亿元，主要是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财务

公司的存款减少。

（5）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23.9亿元，主要为增值税减少8.9亿元，所得税减少11.1亿

元，个人所得税减少1.2亿元。

（6） 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1.9亿元，主要为公司一季度兑付中票利息。

（7）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90.7亿元，主要为公司增加发行9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20.7亿元，主要为50亿元中票到期兑付，并

转入一年内到期的中票30亿元。

（9） 长期借款较年初减少33.1亿元，主要为公司调整融资结构。

（10）应付债券较年初增加60亿元，主要为30亿元中票转入一年内到期，并新发行90

亿元中票。

3.1.2�与2018年1季度相比，合并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分析

（1） 管理费用同比减少7.2亿元，主要为辞退福利减少6.5亿元。

（2） 研发费用同比增加3.3亿元，主要为产线研发费用增加2.6亿元。

（3）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3.0亿元，其中：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9%，形成汇兑收益

0.6亿元，去年同期汇兑收益5.3亿元，汇兑收益同比减少4.7亿元；利息支出下降2.1亿元，主

要为有息负债规模同比下降；手续费同比增加0.6亿元。

（4）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5.4亿元，其中存货跌价准备减少3.9亿元，去年同期含计

提坏账准备1.5亿元（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计提坏账准备计入信用减值

损失）。

（5）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同比上升2.6亿元，主要为衍生品持仓重估影响。

3.1.3�与2018年1季度相比，合并现金流量表分析

2019年1季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8.0亿元，去年同期为净增加4.0亿元，同比增加

4.0亿元。

（1）2019年1季度公司净利润29.5亿元，固定资产折旧及摊销47.0亿元，减值准备、财

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投资损失、递延所得税变动等项目共-1.1亿元，一季度经营应

得现金75.4亿元。 因存货资金占用上升而减少流量40.0亿元、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资金占

用上升而减少流量21.9亿元， 一季度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13.6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

22.4亿元，降幅62.3%。

剔除财务公司影响，2019年1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8.2亿元，较去年

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1.2亿元相比，减少流量23.1亿元，主要原因如下：

1)�净利润28.7亿元，去年同期为54.6亿元，同比减少流量25.9亿元；

2)�折旧与摊销47.0亿元，去年同期为46.3亿元，同比增加流量0.7亿元；

3)�资产减值准备-2.6亿元，去年同期为2.4亿元，同比减少流量5.0亿元；

4)�财务费用4.8亿元，去年同期为2.5亿元，同比增加流量2.4亿元；

5)�处置资产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投资损失、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等项目减少

流量3.0亿元，去年同期为减少流量5.1亿元，同比增加流量2.1亿元；

6)�存货较年初上升而减少流量40.0亿元，去年同期存货上升而减少流量57.2亿元，同

比增加流量17.2亿元；

7)�经营性应收项目较年初下降增加流量3.2亿元，去年同期为应收项目上升减少流量

3.4亿元，同比增加流量6.6亿元；

8)�经营性应付项目较年初下降而减少流量10.0亿元，去年同期为应付项目上升而增

加流量11.2亿元，同比减少流量21.1亿元。

（2）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78.0亿元，较去年同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21.6亿元减少

流量56.4亿元，主要为公司资金运作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3）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73.3亿元，较去年同期筹资活动净流量-8.7亿元增加流量

82.1亿元。 主要为本年债务融资较年初上升，去年同期债务融资规模较年初基本持平，两年

同比增加流量80.5亿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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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继新

日期 2019年4月24日

一、 重要提示

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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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谢飞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爱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179,247,586.42 9,617,761,569.34 3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76,488,115.38 6,445,289,282.49 -25.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5,069,030.96 236,811,808.7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36,178,978.00 3,862,859,022.23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0,362,078.18 557,492,916.46 -1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7,153,691.43 556,357,203.05 -1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9 10.83 减少4.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2 0.42 -23.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2 0.42 -23.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92,320.2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9,195,352.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223,00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27,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94,812.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828.44

所得税影响额 -10,130,645.17

合计 23,208,386.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0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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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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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00,000 8.1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方威 93,176,643 6.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非文 64,800,000 4.47 0 未知 60,400,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5,706,800 1.77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99,839 1.19 0 无 0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442,595 1.07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8,282,705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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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9,982 0.51 0 无 0 未知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002,834 0.4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25,433,571 人民币普通股 525,433,571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1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000

方威 93,176,643 人民币普通股 93,176,643

李非文 6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7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06,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99,839 人民币普通股 17,199,83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442,595 人民币普通股 15,442,595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8,282,705 人民币普通股 8,28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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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9,982 人民币普通股 7,329,982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002,834 人民币普通股 7,00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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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大股东中其他

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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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份的议案》，根据《方大特钢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

定以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激励对象夏建国、龚保国、刘建勋、刘兴宇、苏波、胡小清、熊建华等7

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10,000股将由公司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5.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激励对象郭焱、潘成国、王云珍等因正常退休，其所持

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1,069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5.4元/股， 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本事项已获得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4月9日登载于《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之 《方大特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飞鸣

日期 2019年4月24日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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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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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方大特钢” ）收到控股股东江

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 ）书面通知，有关方大钢铁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年4月23日， 方大钢铁已将方大特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0,000,000股作为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担保及信托财产,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担保及信托登

记。

二、担保及信托财产将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持有，并以“方大钢铁—中信建投证券—

18方钢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

三、截至本公告日，方大钢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25,433,5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4%。 本次方大

钢铁质押公司股份的总数为240,000,000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5.68%，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5%。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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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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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47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0,177,1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4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谢飞鸣主持。 大会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6人，董事雷骞国、敖新华、饶东云、谭兆春、独立董事戴新民、黄隽、彭淑

媛、王怀世、朱力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马卓、毛华来、胡斌、职工代表监事邓斌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啸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123,906 99.9929 53,000 0.0070 2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13,513,

692

99.6078 53,000 0.3906 200 0.00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婷婷、杨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方大特钢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方大特钢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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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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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激励对

象夏建国、龚保国、刘建勋、刘兴宇、苏波、胡小清、熊建华等7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所持

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10,00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激

励对象郭焱、潘成国、王云珍等因正常退休，其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1,069股由公司回

购注销，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对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2,101,069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为5.4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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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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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3月份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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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3月）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

增减（%）

钢铁业 370,795.92 279,444.22 -2.21 3.82

采掘业 14,618.10 5,298.95 不适用 不适用

二、产销量情况

单位：万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生产量比上年同

期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同

期增减（%）

钢铁业（汽车板簧、螺纹钢、弹簧扁钢、线

材等产品）

101.68 101.81 -3.01 -1.65

采掘业（铁精粉） 19.29 21.96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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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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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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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刚 董事 公务出差 王春

公司负责人刘潭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亮亮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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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39,149.32 165,490,134.50 -2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19,895.69 -24,766,199.46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001,202.13 -29,282,388.34 -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16,449.21 -46,070,721.46 9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0 -0.1482 -12.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70 -0.1482 -1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3.9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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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664,382.21 1,165,433,196.17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9,065,911.46 602,634,076.49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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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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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9,453.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7,289.37

合计 2,081,30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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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即征即退增值税额 522,707.86 按照交纳增值税一定比例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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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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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潭爱 境内自然人 27.93% 46,690,300 46,618,800 质押 37,550,000

深圳高视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7% 10,822,600 10,822,600 质押 8,000,000

马刚 境内自然人 2.06% 3,451,000 2,588,250

游宗杰 境内自然人 1.95% 3,261,600 2,446,200

深圳市中兴合

创成长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9% 3,155,000 0

孙二花 境内自然人 1.60% 2,671,200 2,671,200

谌晓文 境内自然人 1.43% 2,394,500 1,795,875

刘丙宇 境内自然人 1.41% 2,359,600 1,769,700

刘玮 境内自然人 1.38% 2,310,800 1,733,100

赵木林 境内自然人 1.37% 2,282,300 1,7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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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3,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5,000

杨长义 1,7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5,200

陈功田 1,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8,800

湖南财富同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匡清华 8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2,000

马刚 862,750 人民币普通股 862,750

游宗杰 8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815,400

李小波 8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11,200

刘炳仕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刘志 660,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潭爱与孙二花是夫妻关系。刘潭爱持有高视创投90.67%的股份，并担任高视创投董

事长兼总经理，游宗杰持有高视创投4.665%的股份，担任高视创投董事，谌晓文持有

高视创投4.665%的股份，担任高视创投董事。刘潭爱、孙二花、高视创投、游宗杰、谌晓

文为法定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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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20,657,798.56

13,916,

035.84

48.45% 主要因业务拓展支付的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307,147.76

6,466,

384.89

28.47% 主要因待抵扣增值税税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694,023.22

9,443,

344.68

-92.65%

主要因上年末的应交税费在本期缴纳导致应交税费

减少所致。

2、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21,739,

149.32

165,490,

134.50

-26.44%

下降主要原因：受经济低迷影响，总体市场需求变弱，同行

业间竞争更加激烈。 1）境内受电信、移动等运营商竞争影

响，传统广电行业严重受挫，机顶盒等产品销售明显下降；

2）境外主要市场（印度）模拟电视关停计划延后，数字升

级推进缓慢，较严重影响了公司相关产品的出口。

税金及附加 909,861.61 2,387,674.38 -61.89%

下降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增值税减少导致相应的附加下

降。

销售费用 13,627,204.28 21,808,279.01 -37.51%

下降主要原因：1、收入下降，导致相应的费用下降；2、公司

加强费用控制，各项费用下降。

财务费用 8,419,372.62 17,502,574.19 -51.90%

下降原因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升值变动幅度小于上年同期，

产生的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972,161.80 1,452,000.00 104.69% 增加主要原因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61,217.41 3,405,067.11 -83.52%

上年同期较多原因主要为将部份确认无需支付的供应商

往来款转列至营业外收入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16,449.21 -46,070,721.46 92.58%

增加原因：1-本期销售资金回笼好于上年

同期，2-职工薪酬及日常费用等开支节约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9,919.34 -3,838,228.73 84.11%

变动原因主要因本期固定资产投入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90,609.30 16,749,207.35 -136.36%

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贷款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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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湘

证监调查字 0717�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正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并

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8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并于每月披露一次

风险提示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公司于

2018年8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调查通知书》（湘证监调

查字0717号）

2018年08月21日

详见2018年8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

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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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年1-6月净利润（万元） -3,500 至 -2,50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113.1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大市场经济环境下滑影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压力，业绩

受到了影响，市场需求变弱，由于行业竞争、成本上涨等因素，传统广电

业严重受挫，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以销定产” ，因销量下降导致产出

量减少进而影响制造成本及销售成本上升，产能不足，造成预期收益亏

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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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1月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20190101）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潭爱

2019年 4�月 25�日

公司代码：600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宝钢股份

公司代码：60050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方大特钢

证券代码：002848� � � � � � � � � �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19-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