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0456

公司简称：宝钛股份

宝 鸡 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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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邹武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海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韦化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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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570，603.14 6，972，790，841.45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360，828，971.77 3，410，214，274.5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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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73，971.44 -122，872，902.91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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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300，654.52 545，368，990.91 -3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9，754，412.72 -19，782，088.98 -15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1，009，064.86 -21，632，687.89 -135.8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7 -0.55 减少0.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56 -0.0460 -15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56 -0.0460 -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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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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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107.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0，101.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36

所得税影响额 -221，390.65

合计 1，254，6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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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宝钛集团有

限公司

236,826,

585

55.04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2,041,

200

2.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6,400,106 1.49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

工商银行－

银河资本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5,144,683 1.2 0 未知 其他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

司－前海开

源中航军工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3,514,842 0.82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

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

计划

1,878,375 0.44 0 未知 其他

韩勇 1,681,000 0.39 0 未知 其他

吕剑锋 1,492,124 0.35 0 未知 其他

嘉实资管－

民生银行－

嘉实资本天

行健5号资

产管理计划

1,420,903 0.33 0 未知 其他

傅杏华 1,159,115 0.27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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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236,826,585

人民币普通

股

236,826,

5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2,041,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2,041,

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6,400,106

人民币普通

股

6,400,106

银河资本－工商银

行－银河资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5,144,683

人民币普通

股

5,144,68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前海开源中

航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3,514,842

人民币普通

股

3,514,842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878,375

人民币普通

股

1,878,375

韩勇 1,681,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81,000

吕剑锋 1,492,124

人民币普通

股

1,492,124

嘉实资管－民生银

行－嘉实资本天行

健5号资产管理计划

1,420,903

人民币普通

股

1,420,903

傅杏华 1,159,115

人民币普通

股

1,159,1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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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6年3月31

日

2015年12月31

日

变动

幅度

（%）

变 动 原 因

应收账款

679，074，

722.30

502，528，

465.11

35.13 客户销售欠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 动资

产

25，999，707.33 7，686，529.85 238.28 留抵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99，614，

554.94

214，376，

129.30

39.76

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8，327，878.00 12，549，804.23 -33.63

应交未交税金金额减少所

致

应付利息 27，222，328.78 12，472，328.77 118.26

公司中期票据应计利息增

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6，686，900.61 12，117，582.04 37.71

应付未付工资代扣款项增

加所致

一 年内 到期

的 非流 动负

债

350，000，

000.00

250，000，

000.00

40.00

部分长期借款将到期偿还

所致

长期借款

110,000,

000.00

210,000,

000.00

-47.

62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6年3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变动幅

度（%）

变 动 原 因

营业收入 354，300，654.52 545，368，990.91 -35.03 公司销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303，671，354.77 446，855，722.70 -32.04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02，896.31 441，542.76 195.08

主要为母公司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962，043.53 -732，825.70 -31.28

联营企业西安宝钛美特法力诺焊

管有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28，444.09 2，280，137.08 -32.97 确认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2，438.66 23，629.16 121.92 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60，468.93 513，423.42 -462.37 预缴所得税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9，754，412.72 -19，782，088.98 151.51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590，246.46 1，254，767.94 -147.04 公司子公司亏损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6年3月31

日

2015年3月31日

变动

幅度

（%）

变 动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

现金流量净额

-48，373，

971.44

-122，872，

902.91

60.63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现金流量净额

-674，899.83 -1，760，589.53 61.67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

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现金流量净额

54，165，

740.44

86，008，299.33

-37.

02

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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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

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

额

本报告期已使

用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

去向

2008 公开增发 148491.64 261.29 146105.58 2，386.06

存放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

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

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

金本报

告期投

入金额

募集资

金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产

生

收

益

情

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

原因

及募

集资

金变

更程

序说

明

钛及钛

合金熔

铸扩能

及辅助

设施建

设项目

否

21，

210.80

261.29

18824.

75

否

2010

年辅

助设

备预

转固

建

设

中

否 注 -

注：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说明详见2016年4月28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

《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宝钛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再

融资过程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已在《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详

见201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部分）。

报告期内，相关承诺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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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以来，钛行业市场需求低迷、竞争激烈，公司主导产品平均售价下

降，同时公司工程项目转固后折旧费用增加，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

计净利润仍为亏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武装

日期 2016-04-26

术服务中心、 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为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宝钛世元高尔夫运动器材（宝鸡）有限责任公司是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系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1）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钛城路

法定代表人：和平志

注册资本：陆仟柒佰肆拾陆万零陆佰圆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加工、制造销售（除专营）；钨、钼、钽、铌等难熔金

属材料加工；钛阳极、钛板式换热器、钛阴极辊加工、制造；稀土金属冶炼；中间

合金产品及各种金属复合材料的销售（凭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它企业所生产

的产品。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37792.83万元，净资

产10381.67万元，营业收入124630.03万元， 净利润1663.65万元。

（2）见前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3）宝鸡市钛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高新区宝钛大道清庵堡工业园6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军

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深加工及销售，金属弯头、三通、交换器、金属工艺

品生产及销售。

宝鸡市钛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1108.69万元，

净资产9.07万元， 营业收入1075.11万元， 净利润-116.91万元。

(4)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陕西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注册地址：宝鸡市钛城路1号

法定代表人：邹伟

注册资本：肆仟万圆整

企业类型：集体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节能方面的新技术、工程项目、新产品、新材料、新装备的咨

询监测、开发、设计、研制、安装、调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陕西节能技术服务中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

资产5156.67万元，净资产4153.12万元， 营业收入2971.54万元， 净利润

30.27万元。

（5）宝鸡宝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钛城路

法定代表人：高林

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钛及其金属工艺品的研制、生产、销售；有色金属材料、办公

用品、礼品的销售；自营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宝鸡宝钛金属制品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3426.52万元，净

资产1735.38万元，营业收入4383.63万元，净利润381.62万元。

（6）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金台区东风路55号

法定代表人：邹武装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其复合材加工、销售；机电设备（不含汽车）的

设计、制造及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业务；场地、房屋、设备租赁。

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5298.46万元，

净资产429.78万元，营业收入411.22万元，净利润-212.80万元。

（7）宝钛世元高尔夫运动器材（宝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98号

法定代表人：邹武装

注册资本：壹亿人民币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主要经营范围：高尔夫球具、运动器材及其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宝钛世元高尔夫运动器材（宝鸡）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

资产15718.49万元， 净资产8884.67万元， 营业收入3973.32万元， 净利润

30.28万元。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产品供应合同》

合同双方同意，公司向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供应钛板、钛管、钛锻件、钛

饼环等产品，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向公司供应铝钼合金及铝钒合金。

公司向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供应钛板、钛管、钛锻件、钛饼环等钛材产品

及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向公司供应铝钼合金、铝钒合金的数量根据双方各自

的需要由双方协商确定。

（2）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产品供应合同》

合同双方同意，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供应镍等稀有金属产品，数量根

据公司的需要由双方协商确定。

（3）公司与宝鸡市钛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陕西

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宝鸡宝钛金属制品公司、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宝

钛世元高尔夫运动器材（宝鸡）有限责任公司《产品供应合同》

合同双方同意，公司向宝鸡市钛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陕西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宝鸡宝钛金属制品公司、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宝钛世元高尔夫运动器材（宝鸡）有限责任供应公司钛材产品，宝鸡

市钛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陕西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宝鸡宝钛金属制品公司、陕西宝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所

需之产品。

4、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

公司向宝钛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宝鸡市钛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总公司陕西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宝鸡宝钛金属制品公司、陕西宝钛新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宝钛世元高尔夫运动器材（宝鸡）有限责任提供的产品按

照市场价格确定且该价格在同等情况下不低于其向任何不相关的独立第三方

提供该等产品的价格；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产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且该价格在同等情况下不高于其向任何不相关的独立第三方提供该等产

品的价格。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接受产品的一方于收到产品后三十日内向对方支付货款，一方需要迟延支

付货款时应与对方协商一致。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本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双方仍需继续合作的，可依本合

同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本合同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

议。

（四）《设备安装、调试服务协议》、《基础工程施工协议》

1、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相关项目的实施进度与工程质量，且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及全资

下属企业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

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具有相应的工程施工资质和能力，为此公司需要宝

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进行有关设备安装调试及基础工程施工。 公

司拟与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续签《设备

安装、调试服务协议》、《基础工程施工协议》。

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

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是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下属企业，宝钛集团有限公

司是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1）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

注册地址：宝鸡市渭滨区下马营七一地区

法定代表人：于润康

注册资本：壹亿肆仟伍佰壹拾陆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要经营范围：

真空冶金电炉、稀有金属加工设备、电气自控及计算机自动控制研制。

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30307.14万元，

净资产21041.03万元，营业收入4895.04万元，净利润-380.97万元。

（2）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钛城路1号

法定代表人：丁忠杰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设计、设备租赁；建筑材料生产销售；与公司经

营范围相关的技术咨询。

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6127.22万元，

净资产2029.62万元，营业收入422.25万元，净利润30.58万元。

（3）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马营镇

法定代表人：赵亦理

注册资本：陆百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设备安装；铝合金、塑钢门窗制作、安装。

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 总资产1239.04

万元， 净资产-18.89万元，营业收入604.33万元，净利润1.01万元。

（4）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见前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设备安装、调试服务协议》

双方同意，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按本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提供其所

需的设备安装调试服务以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按本协议的约定接受宝鸡

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提供的相关服务。

（2）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

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基础工程施工协议》

双方同意，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

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按本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提供其所需的基础工程施工服务

以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按本协议的约定接受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

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

4、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与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设备安装、调试服务协议》

定价政策：

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向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的费用应按公正、公

平、合理的原则予以确定，任何一方不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地位要求或迫使另

一方接受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条件。

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为公司提供该等服务的总收费为成本价加

适当的服务费用， 但总体不高于宝鸡市及周边市场提供相同服务所收取的费

用。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公司应就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研制所所提供的服务，按本协议约定计算

方法计算付款金额，并于服务完成后30日内以人民币向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计

研制所支付服务费用。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公司仍需宝鸡稀有金属装备设

计研制所向其提供相关服务的，双方可依本协议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

长本协议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于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生效。

（2）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

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基础工程施工协议》。

定价政策：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

筑安装公司向公司提供服务的费用应按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确定，任何

一方不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地位要求或迫使另一方接受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

条件。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

筑安装公司为公司提供该等服务的总收费为成本价加适当的服务费用，但总体

不高于宝鸡市及周边市场提供相同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公司应就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

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按本协议约定计算方法计算付款金额，并

于服务完成并经公司验收合格后30日内以人民币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钛集

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支付服务费用。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公司仍需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

钛集团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筑安装公司向其提供相关服

务的，双方可依本协议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本协议有效期限的协议

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于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生效。

（五）《运输服务合同》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3年与宝鸡七一运输公司签署的 《运输服务合同》 有效期已届

满，鉴于公司生产经营仍继续需要宝鸡七一运输公司提供部分货物的运输与职

工上下班通勤服务，为此公司拟与宝鸡七一运输公司续签《运输服务合同》。

宝鸡七一运输公司是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是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

注册地址：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马营镇

法定代表人：郭新荣

注册资本：伍佰零陆万壹仟捌佰圆整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汽车客货运输，汽车修理，煤炭零售，汽车配件，化工产品，

五金家电销售，装卸服务。

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3663.07万元，净资产

1699.06万元， 营业收入3066.62万元，净利润40.84万元。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同意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货物的运输业务委托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

司进行， 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同意按照公司的委托完成公司所需的货物运

输。

公司委托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进行的货物运输包括长途货物运输（150

公里以上）、公司各生产车间之间的各种车辆台班运输、短途大宗货物运输等。

公司与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同意，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为公司的职工

提供上下班的通勤服务。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及价格：

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的价格由本合同当事人双方根据国家定价或市场

价格确定。 宝鸡七一汽车运输公司向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其向同等

情况的任何不相关的第三方提供同种服务的价格。 在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后，双

方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重新商定服务价格。 宝鸡七一运输公司每

年向公司收取职工通勤费的具体数额以实际发生通勤的里程计算。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公司仍需宝鸡七一运输公司向其提供

相关服务的，双方可依本合同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本协议有效期限

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六）《材料供应合同》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3年与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签署的《供应合同》有效期限已

到。 鉴于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仍需我公司向其供应钛板、钛管等各种钛材

进行加工，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续签《材

料供应合同》。

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为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宝钛集团

有限公司是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

注册地址：宝鸡市高新开发区71信箱叉路口

法定代表人：王俭

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集体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专控除外）、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

加工；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7571.24万元，

净资产5075.24万元，营业收入5119.97万元，净利润63.58万元。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合同双方同意，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供应

钛板、钛管等各种钛材。

公司根据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要求的产品品种、规格和数量，向宝鸡

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供应产品。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

公司向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提供的产品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

该价格不得低于甲方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的价格。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应在收到产品后三十日内向公司支付货款，如需

要迟延支付当期产品的货款，应取得公司的同意。

本合同自下列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经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

（2）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宝鸡欧亚化工设备制造厂仍需

公司向其供应相关产品的，双方可依本合同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本

合同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七）《产品供应合同》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3年与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签署的《产品供应合同》

有效期限已到。 根据我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需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

公司、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陕西公司供应生产原料，为此，公司拟与中国有色金

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续签《产品供应合同》。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因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需要宝钛华神钛业

有限公司向其供应海绵钛等其他生产原料，为此，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拟与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续签《产品供应合同》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全资子企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湘子庙街3号副3号

法定代表人：田玉林

注册资本：贰佰万柒仟圆整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要经营范围：燃料、金属材料、轻化原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器材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7468.22万

元，净资产-1187.8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8037.49万元，净利润-1246.26万元。

（2）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女儿河乡前白村

法定代表人：雷让岐

注册资本：贰亿零捌佰零贰万肆仟壹佰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金属钛制造

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66230.96万元，净资

产59239.7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74407.72万元，净利润10591.05万元。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同意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向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采购生

产原料，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同意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公司提供

生产原料。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根据公司要求的产品品种、 规格和数量，

向公司供应产品。

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提供应海绵钛

等其他生产原料，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根据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

要求的产品品种、规格和数量，向其供应产品。

4、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产品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且该价格不得高于其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的价格。

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提供的产品的

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该价格不得低于其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的价

格。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公司应在收到产品后三十日内向对方支付货款，如需要迟延支付当期产品

的货款，应取得对方的同意。

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签署的《材料供应合同》经各方签

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签署的《材料供应合同》有效期为

三年。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公司仍需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向其供应

相关产品的，双方可依分别签署的《材料供应合同》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

订延长合同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中国有色金属西安供销运输公司应在收到产品后三十日内向宝钛华神钛

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如需要迟延支付当期产品的货款，应取得宝钛华神钛业

有限公司的同意。

合同双方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中国有色金属西

安供销运输公司仍需宝钛华神钛业有限公司向其供应相关产品的，双方可依本

合同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本合同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

协议。

（八）《动力供应协议》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动力供应协议》有效期限已到。 根据我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需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水、电、蒸汽、压缩空

气等动力能源，为此，公司拟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续签《动力供应协议》。

2、关联方介绍

见前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供给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水、 电、蒸

汽以及压缩空气。

4、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向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动力价格按照市场定

价原则确定，在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后，双方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重新商定动力供应价格，并以补充协议方式列明。

结算方式：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动力价款以人民币计

算和支付。 支付方式为：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收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的动力供应的单据后，采用直接入帐到供方指定的银行帐户的办法支付货款。

有效期限：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公司仍需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向其提供

相关动力能源服务的，双方可依本合同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本协议

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九）动力能源设施租赁合同

1.关联交易概述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为保证宝钛集团宝钛工业园内各生产车间生产用动力，

根据其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需向公司承租相关动力能源设施，为此公司拟与宝

钛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动力能源设施租赁合同》。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是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

2、关联方介绍

见前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合同双方同意，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租赁相关动

力能源设施。

4、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订价政策：

相关动力能源设施租金的定价依据为租赁设备的市场租赁价格。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租金支付方式为半年支付一次， 由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于每年年初1月31日

前应向公司交纳当年租金额的一半，另一半租金在年中7月31日前交完。宝钛集

团有限公司应按前述规定的期限和金额向公司支付租金,逾期未支付的,公司

有权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按按3‰合同总租金/天收取的标准计收滞纳金。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

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十）设备租赁合同

1.关联交易概述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为保证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宽厚板分公司生产加工有色

金属材料能力，根据其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需向公司承租相关生产加工设备，为

此公司拟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设备租赁合同》。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是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

2、关联方介绍

见前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合同双方同意，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租赁相关生

产加工设备。

4、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订价政策：

相关生产加工设备租金的定价依据为租赁设备的市场租赁价格。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租金支付方式为半年支付一次， 由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于每年年初1月31日

前应向公司交纳当年租金额的一半，另一半租金在年中7月31日前交完。宝钛集

团有限公司应按前述规定的期限和金额向公司支付租金,逾期未支付的,公司

有权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按按3‰合同总租金/天收取的标准计收滞纳金。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

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十一）房屋租赁协议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已经到期，因实际生产

经营需要，公司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需继续向公司承租会展中心和工程

中心部份房屋，为此公司拟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协议》。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是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

交易。

2、关联方介绍

见前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3、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按照本协议双方约定，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租用上述房屋作为办公用房。

4、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订价政策：

租赁房屋的租金的定价依据为租赁房屋座落地房屋租赁的市场价格。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调整租赁房屋的

租金。

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租金支付方式为按年支付，由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于每个会计年度终结前两

个月向公司支付。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应按前述规定的期限和金额向公司支付租

金,逾期未支付的,公司有权向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按未支付数额每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计收滞纳金。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

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十二）进行上述各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及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控股公司或属下企业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其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

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十三）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克东、曹春晓、万学国、刘羽寅认为：该等交易事项属正常、

合法的经济行为，其交易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

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将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内容公允，未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该等交

易事项属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其交易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符

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没有违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此议案尚需获得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

《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十四）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5）公司拟与各关联方签署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合同）。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7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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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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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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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9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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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9日

至2016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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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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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

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5年度工作报告》 √

3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案》

√

6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7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

8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签署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

1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于2016年4月2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6年4月2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劵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8�议案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8、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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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56 宝钛股份 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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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时间：2016年5月13�日上午 8:00—11：30、下午13：30—17:00

2.登记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钛城路1号宝钛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

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盖章）、股东帐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

书原件和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

不迟于 2016�年5月13日下午17点）。

六、 其他事项

1、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并携带身份证

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2、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旭 宝斌

联系电话：0917—3382333、3382666

传 真：0917—3382132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19日召开

的贵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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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3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议案》

6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8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签署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1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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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56

证券简称

:

宝钛股份 编号

:2016-008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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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各位监事发出

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

月26日在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亲自参加

会议监事4人，监事申占鑫因公外出未能参加会议,委托监事姜晓鹏代为行使表

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白林让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度工作报告》；

2、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3、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5、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6、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7、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签署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

议（合同）的议案》；

8、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年修订)》和《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公司股份变动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07年修订）》进行编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会计事项的处理、公司所执行的会计制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公司的财务报告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公司董事会会议，认为董事会对《宝鸡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审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监事会在

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2015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宝鸡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4、公司在2015年度实际发生及2016年度拟发生的与关联企业购销商品、接

受和提供劳务及其他所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关联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对2016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的预计切实

合理。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合同）是公司与宝钛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或属下企业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其交易价格

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

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内容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5、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遵循内部控制

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

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2015年度，公司

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重大事项发生；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的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6、 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系统的总结和反映了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

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对维护员工、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所履行

社会责任的实践， 真实的反映公司201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促进了公司全

面健康发展。

7、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该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会计事项的处理、公司所执行的会计制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

度》的要求；董事会对《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一季度报告》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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