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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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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 2017 年 3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7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董事长汪澍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6 年度《董事会报告》，内
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董事会报告》。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金永利先生、钟田丽女士、赵希男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述职报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2、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16 年年度报告》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摘要》内容详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摘要》。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16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为 781,274,829.3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78,244,071.93 元，
本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496,969,242.61 元。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由于 2016 年年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仍为负值，
根据中国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本公司不提取盈余公积金。建议本次 2016 年
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资本。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议案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了公司的自身情况，
切实可行。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7 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的议案》。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经验和职业素养，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
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能够客观、真实地发表审计意
见，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情况较为熟悉。2017 年公司拟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年度会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7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预计 2017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费用为 280 万元。同意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17 年度投资框架计划的
议案》。内容详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投资框架计划公告》。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内容详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汪澍、曹爱民、韩革、唐朝盛先生在控股股
东单位任职，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
其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业务，将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重新签订<原材料和服
务供应协议>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3 年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
协议》已于 2016 年年末到期，根据协议规定公司拟重新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
应协议》
，《协议》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汪澍、曹爱民、韩革、唐朝盛先生在控股股
东单位任职，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该服务协议是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重要保证，交易定价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侵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
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要求。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本溪北营钢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续租协议的议案》。内容详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续租协议公告》。
《协议》内容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汪澍、曹爱民、韩革、唐朝盛先生在控股股
东单位任职，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租赁属于关联
交易，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
交易定价的确定方式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关
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专业化，提升公司热轧产品市场竞争力，推进“打造
精品板材基地”的发展战略，公司无需大的投入，既可解决产品的同业竞争问题，

又能满足公司后续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租赁 1780mm
热轧产线是合理、必要的。
10、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11、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修订如下：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
一：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
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现修订为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
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
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第二百零五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章程及章程附件同时废止。
现修订为第二百零五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具体修订如下：原第四十六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
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
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
计为“弃权”。
现修订为第四十六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
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坏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内容详见《本钢板
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公告》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
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4、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
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内容详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
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
部控制制度与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能够保证理财投资的资金安全。公

司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用于固定收益类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风险较
低，收益相对稳定，不投资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证券相关
的投资。公司利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
营运作和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
收益。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5、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汪澍、曹爱民、韩革、唐朝盛先生在控股股
东单位任职，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关联董事就该关联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钢集团财务公司 2016 年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无
保留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其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合法有效。
16、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内容详见《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