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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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期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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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120,873.61 2,428,379,981.70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98,873,364.46 1,392,444,535.67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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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399.23 3,403,547.21 -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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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015,768.70 442,699,974.06 2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28,828.79 5,236,254.58 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26,220.57 2,525,792.08 8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609 0.3803 增加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62 0.0214 22.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62 0.0214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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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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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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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68.50 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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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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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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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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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300,460.28

合计 1,702,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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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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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7,489,818 23.46 无 国有法人

章奕颖 15,080,898 6.15 质押 12,100,000 未知

上海康橙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8,144,454 3.32 无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

顺8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406,975 3.02 未知 未知

傅锋 5,527,885 2.26 未知 未知

王建淼 5,277,500 2.15 未知 未知

王建权 4,622,030 1.89 未知 未知

付增跃 4,618,600 1.88 未知 未知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庞增添益3号私募

投资基金

4,458,900 1.82 未知 未知

黄和生 3,483,100 1.4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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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489,818 人民币普通股 57,489,818

章奕颖 15,080,898 人民币普通股 15,080,898

上海康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144,454 人民币普通股 8,144,45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顺8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7,406,975 人民币普通股 7,406,975

傅锋 5,527,885 人民币普通股 5,527,885

王建淼 5,2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7,500

王建权 4,622,030 人民币普通股 4,622,030

付增跃 4,618,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18,600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增添

益3号私募投资基金

4,4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8,900

黄和生 3,4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除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贵绳集团公司73.33%的股份，

其他法人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权益关系。（2）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

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已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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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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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与年初（同期）相

比增（+）减（-）

比例

原因

应收帐款 46.75%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量增加使得部分信用期内的未收回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2.13%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原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30.90% 报告期内公司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2.81% 报告期内，兑现绩效薪酬所致。

营业成本 30.40% 报告期内，销量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62.88% 报告期内，进入管理费用的研发投入减少。

财务费用 48.11% 报告期内，利息支出、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95.78% 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增加对应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7.28% 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9.07%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7.1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量价齐增使得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带来当期利润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26%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25% 报告期内，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3% 报告期内，借入短期借款比偿还短期借款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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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处西部贵州遵义，受地理位置的限制，铁路是公司产品及所需原料运输的主要途径。 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包含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将形成55万吨产能，产品及原料进出量将在100万吨以上。 因此，铁路发

运货场是整体搬迁项目投产后必需的配套设施。

由于川黔铁路遵义城区段外迁，使本公司铁路发运货场建设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本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公司积极与遵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目前，公司已取得项目用地1112亩土地使用权证，剩余土地的相关手续

正在办理中。

通过招投标，公司于2017年9月4日与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场地平整工程施工合同（详见公司2017-031

号公告）， 于2017年10月26日与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场地平整工程施工补充合同 （详见公司2017-039号公

告）。

2018年4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的

议案》，2018年5月25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将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委托

贵绳集团迁建，详见公司2018-021号《贵绳股份关于签订委托协议的公告》。

2018年7月11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异地技改整体搬迁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的公告》。 贵绳集团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遵义市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四方协议，共同合作完成整体搬迁项目。 （详见公司2018-030号公告）

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备案及其他项目建设的行政许可批复，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安全、卫生、环境影响的许

可批复。 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要求，完成工艺平面布置图及厂房设计，绿色环保热能循环利用项目方案

已通过专家论证。 厂房施工单位已进场施工，完成缆索项目厂房基础及钢架施工，以及新区场地平整工程、龙木堰山塘整

治工程和南线水塘排洪管工程等工程施工，完成缆索项目3条生产线及行车设备采购合同签订和硫化床法废盐酸再生站、

明火加热炉等设备的采购招标，完成了部分厂房和贵绳110KV接入系统工程线路施工设计等具体工作。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资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贵州钢绳

(集团 )有

限责任公

司

避免同业竞

争 （详见公

司

2014-005

号公告）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其他

贵州钢绳

(集团 )有

限责任公

司

搬迁补偿承

诺 （详见公

司

2013-018

号公告）

整体搬迁

项目建设

期内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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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刚

日期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9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贵绳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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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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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93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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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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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王小刚先生主持，会议由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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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杨期屏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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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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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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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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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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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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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0,898 97.6552 362,100 2.3448 0 0.0000

7、 议案名称：2018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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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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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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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70,716 99.5035 362,100 0.496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王小刚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0.02 梁鹏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0.03 张建平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0.04 王朝义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0.05 马明刚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0.06 袁湍洪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马英女士 72,499,821 99.4063 是

11.02 魏卫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1.03 刘桥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张忠福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2.02 张强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12.03 黄成远先生 72,499,821 99.4063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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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3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5

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7

2018年度报告及年度报

告摘要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8 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9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0 0.0000 362,100 100.0000 0 0.0000

10.01 王小刚先生 3 0.0008

10.02 梁鹏先生 3 0.0008

10.03 张建平先生 3 0.0008

10.04 王朝义先生 3 0.0008

10.05 马明刚先生 3 0.0008

10.06 袁湍洪先生 3 0.0008

11.01 马英女士 3 0.0008

11.02 魏卫先生 3 0.0008

11.03 刘桥先生 3 0.0008

12.01 张忠福先生 3 0.0008

12.02 张强先生 3 0.0008

12.03 黄成远先生 3 0.00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三项《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2、第六项《关于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

公司股份数57,489,818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4、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毅平律师 、 吕淑梅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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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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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贵

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董事长王小刚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选举王小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简历见附件。

2、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选举魏卫先生、刘桥先生、马英女士、王小刚先生、梁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王小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与上述当选委员组成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3、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选举魏卫先生、刘桥先生、马英女士、王小刚先生、梁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

4、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批准马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5、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选举魏卫先生、刘桥先生、马英女士、王小刚先生、梁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成员。

6、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批准刘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7、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选举魏卫先生、刘桥先生、马英女士、王小刚先生、梁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成员。

8、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批准魏卫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9、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聘任梁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见附件。

10、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聘任杨期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见附件。

11、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聘任贺孝宇先生、徐伟先生、陈建辉先生、杨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简历见附

件。

12、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聘任杨期屏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简历见附件。

13、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14、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各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批准公司向银行申请规模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对资金的需

求状况，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授信额度内在各商业银行进行调整使用，并全权办理我公司在各商业银行的综合授信信贷业

务。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王小刚简历：

王小刚，男，汉族，出生于1963年12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历任贵州钢绳厂研究所副所长、

贵州钢绳厂进出口公司经理，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贵州钢绳（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梁鹏简历：

梁鹏，男，汉族，出生于1964年11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经济师，历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贵州钢

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贺孝宇简历

贺孝宇，男，汉族，出生于1965年11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贵州钢绳厂一分厂技术员、车间副主

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厂厂长，现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徐伟简历：

徐伟，男，汉族，出生于1962年10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历任贵州钢绳厂粗绳车间技术员、

二分厂设备科技术员、一分厂设备科副科长、一分厂粗绳车间副主任、一分厂设备科科长、副厂长、贵州钢联金属制品公司

经理助理、副经理、贵州钢绳（集团）公司四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现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陈建辉简历：

陈建辉，男，汉族，出生于1967年7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历任贵州钢绳厂原轧钢厂工艺员、生产

技术科科长、贵州钢绳厂原型材厂生产技术科副科长、贵州钢绳厂二分厂钢丝车间热酸工段副段长、贵州钢绳厂铁丝厂副

经理、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文秘、二分厂厂长助理、供应部副部长、二分厂副厂长、生产管理部部长、四分厂党总

支书记、厂长，现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杨程简历：

杨程，男，汉族，出生于1974年8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贵州钢绳厂二厂钢丝车间工艺员、贵州钢

绳股份有限公司二厂二绳车间拉丝段长、二厂钢丝车间副主任、二厂二绳车间主任、二厂一绳车间主任、技术质量部副部

长、质量管理部部长、党总支书记、二分厂厂长，现任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杨期屏简历：

杨期屏，女，出生于1965年12月，在职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遵义铁合金厂修造厂会计、贵州钢绳

厂财务处会计、贵州钢绳（集团）公司会计。 现任贵绳股份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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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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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贵州钢绳股

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忠福先生主持，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选举张忠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简历见附件。

2、以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的内容

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附件：

张忠福简历：

张忠福，男，汉族，出生于1959年9月，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贵州钢绳厂财务处副处长，贵州钢绳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贵州

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截止目前，本人未持有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股票代码：600992� �股票简称：贵绳股份 编号：2019-021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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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依据《公司法》、《工会法》及《公司章程》

规定，选举张成宇先生、严志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上述当选职工监事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公司代码：

600992

公司简称：贵绳股份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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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克威 董事 其他工作安排 宋海清

1.3� 公司负责人李关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久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晓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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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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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68,448,633.51 61,494,221,583.94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288,511,469.92 23,236,402,371.62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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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982,061.31 -1,181,617,7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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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1,182,709.24 17,479,230,632.21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1,670,170.17 479,804,940.44 2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6,432,984.50 348,499,376.68 39.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0 2.22 减少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8 0.08 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8 0.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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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90,412.69

固定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处

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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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3,160.07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053,4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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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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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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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8,1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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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2.59

所得税影响额 -27,130,308.57

合计 95,237,1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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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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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2,461,596,200 33.26 2,461,596,20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107,438,449 28.48 0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600,597,439 21.63 1,600,597,439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51,346,878 0.6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37,849,623 0.51 0 无 0 国有法人

DEUTSCHE� POST���

BETEILIGUNGEN�

HOLDING

35,616,000 0.48 0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29,481 0.42 0 无 0 未知

林鸿平 16,421,327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9,50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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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1,68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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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2,107,438,449 境外上市外资股 2,107,438,4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346,878 人民币普通股 51,346,878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37,849,623 人民币普通股 37,849,623

DEUTSCHE� POST� BETEILIGUNGEN�

HOLDING

35,616,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5,616,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29,481 人民币普通股 31,129,481

林鸿平 16,421,327 人民币普通股 16,421,3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

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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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1,681 人民币普通股 15,691,681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54,749 人民币普通股 13,354,749

陈经建 12,258,908 人民币普通股 12,258,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注：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共有97,468名 A股股东和125名登记在册的H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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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800,139,332.88 400,140,176.57 99.96

主要是因为本期新增结构性存款人

民币4亿元。

存货 176,416,700.01 266,600,487.08 -33.83

主要是与客户商贸合同到期， 货物

持续出库导致。

使用权资产 2,017,526,652.83 - 不适用

主要是因为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租赁准则，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33,366,626.42 154,458,821.08 51.09

主要是因为公司所持股票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006,701,601.61 2,231,743,549.91 -54.89

主要是因为本期归还招商局集团财

务公司借款人民币12亿元。

租赁负债 2,016,899,872.47 - 不适用

主要是因为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新租赁准则，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资本公积 6,142,674,571.64 4,124,486,665.68 48.93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外运发展少数股东权益形成的资本

溢价。

其他综合收益 -181,589,355.85 -275,001,310.29 不适用

主要是因为公司所持股票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300,713,097.74 4,617,038,534.14 -71.83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外运发展少数股东权益。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信用减值损失 28,356,621.14 17,826,800.30 59.07

主要是应收账款余额较2018年末有

所增加， 导致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金额有所增长。

其他收益 119,798,119.76 51,370,062.85 133.21

主要是因为中欧班列开行量增多，

政府补贴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103,422,662.25 -100.00

主要是因为上年交易性金融资产于

2018年底前处置。

资产处置收益 51,169,121.24 20,113,479.50 154.40 主要是因为房产处置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129,292,932.74 184,799,461.90 -30.04

主要是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于2018

年底前处置， 同比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大幅下降， 同比计提的所得税费

用亦下降较多。

（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399,147,450.07 794,843,767.19 -49.78

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结构性存款到

期收回人民币6.3亿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831,333,418.23 1,250,097,432.26 -33.50

主要是因为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幅

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52,088,363.34 1,848,037,421.02 -91.77

主要是因为本期借款规模较上年大

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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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8年5月31日，本公司2018年临时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子公司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发展” ）的议案，根据该议

案本公司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A股股票以及原内资股转换成的A股股票均将申请在

上交所上市。 详情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披露的通函。 2018年

10月8日，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无条件通过。 截至2019年1月10日止，本

公司已完成1,351,637,23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外运发展社会公众普通股

投资者已将其所持有的外运发展353,600,322股A股股票按1:3.8225的换股比例换得本公

司发行的1,351,637,231股A股股票。 于2019年1月18日，本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已正式在

上交所上市。 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6,049,166,644元增加至人民币7,400,803,875元。

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正在推进外运发展法人资格注销并将其全部资产、负债等转由本公

司承继的相关法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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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公司各业务板块的营运统计数字

业务板块 子版块 单位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货运代理

海运代理 （万标准箱） 252.0 255.8

空运代理 （百万公斤） 99.6 121.5

船舶代理

（万标准箱） 558.0 547.8

（百万吨） 96.6 91.1

专业物流

合同物流 （百万吨） 9.5 9.7

项目物流 （百万吨） 1.4 2.2

化工物流 （百万吨） 0.3 0.3

冷链物流 （百万吨） 0.7 0.7

仓储及码头服务

库场站服务

集装箱 （万标准箱） 181.9 178.5

散货 （百万吨） 3.4 3.5

码头服务 （万标准箱） 70.1 76.0

其他服务

集装箱租赁 （万TEU/天） 8.5 8.5

船舶承运 （万标准箱） 62.0 62.1

汽车运输 （万标准箱） 18.9 19.0

快递服务 （万件） 2405.9 2050.9

公司名称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关鹏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1598� � � � �股票简称：中国外运 编号：临2019-023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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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中国外运”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电话会议）方式召开，董事会于2019年4月12日以

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会议由李关鹏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

席董事7人。非执行董事许克威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独立

非执行董事宋海清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

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均无异议。会议内容、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 董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刊登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票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同意提名粟健先生、熊贤良先生、江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简历

粟健，男，1972年2月出生。 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财务

部（产权部）部长。 粟先生于199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粟先生于

1993年7月加入招商局集团，就职于广州招商国际旅游公司，后历任招商局集团财务部主

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招商局集团财务部高级经理、总经理助

理。 2012年6月至2014年2月，任招商局集团财务部副总经理。 2014年2月至2016年5月，任

招商局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副部长。 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任招商局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任招商局集团财务部（产权部）副部

长（主持工作），2017年7月起任招商局集团财务部（产权部）部长。 粟先生于2017年7月起

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分别为SH600999及HK06099）董事，2017年7月起任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SZ001965）董事，2017年10月起任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HK00144）董事，2018年12月起任招商局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SZ001872）董事。 粟先生曾于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任招商

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SH601872）董事。

熊贤良，男，1967年10月出生。 现任招商局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兼任招商局集团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招商局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熊先生于1994年1月毕业于南开大学，获

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00年9月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授予的研究员职称。 熊先生于1994

年3月至2000年12月先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及处长；

于2000年12月至2004年12月担任重庆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庆市西部开发办副主

任， 并于2003年7月至2003年12月挂职担任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

长；于2004年12月至2011年10月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综合司和工贸司巡视员；

2011年10月至2015年3月担任招商局集团战略研究部部长。 熊先生自2015年3月至今任招

商局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2018年8月至今兼任招商局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招商局科

技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熊先生曾于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分别为 SH600036及HK03968）董事。熊先生于2014年12月起任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分别为SH600999及HK06099）董事，2018年6月起任招商局港口控股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HK00144）董事。

江舰，男，1964年10月出生。 现任招商局集团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纪委办公室主

任，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江先生于1988年7月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获工学

学士学位；2007年10月在职博士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江先生1988年加

入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先后任职于辽宁省分公司、辽宁外运集装箱船务公司。1998年

5月至2008年10月，江先生先后任职于中国外运辽宁公司和中国外运辽宁有限公司。 2008

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先后出任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和中国外运长航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5年10月至2016年7月，出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2016年7月起，任招商局集团纪委办公室主任；2016年11月起任招商局集团纪委副书

记、监察部部长；2018年5月起任招商局集团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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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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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

26日以通讯（电话会议）方式召开，监事会于2019年4月12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如期举行，经推举，本次会议由周放生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4人，亲自出席监事4

人。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会议内容、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在发表上述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票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一致同意本议案；同意提名刘英杰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并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票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简历

刘英杰，男，1972年1月出生。现任招商局集团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部长兼任审计中

心主任。 刘先生于1995年8月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5年8月

至2014年3月，历任中远集团总公司监督部综合审计处副处长、处长、计算机审计处处长。

2014年4月进入招商局集团至今，先后任审计（稽核）部总经理助理、风险管理部部长副部

长、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部长、审计中心主任。 刘先生于2018年12月至今担任招商港口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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