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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股东报到登记、入场时间： 

2012 年 9月 17 日  星期一 下午 1:30-2:00 

会议召开时间：2012 年 9月 17 日  星期一 下午 2:00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宝钢大厦二十层 2005 会议室 

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2年 9 月 17 日 14 时 

      网络投票时间：2012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15:00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东怡大酒店（浦东新区丁香路 555 号，

电话：021-61621118）2楼荟萃厅 

（三） 股权登记日：2012年 9 月 7日（星期五） 

（四）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 股东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

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中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 参加会议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截止于 2012 年 9 月 7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

东；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有权委托他人持股东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参加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3.见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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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议题： 

1. 关于宝钢股份建设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议案 

2.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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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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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钢股份建设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股

份）在优质碳钢扁平材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公司业绩，建议由宝钢

股份开展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建设工作。 

一、建设湛江钢铁基地对宝钢股份的战略意义 

广东是汽车和家电用钢集中的地区，主要靠“北钢南运”满足需

求。目前宝钢股份有大量的钢材销往广东等华南地区，拥有较高汽车

用钢的市场份额。建设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

物流费用、改善客户服务。主要的战略客户也期待宝钢建设湛江钢铁

基地项目。 

在地理位置上，湛江也是辐射东南亚市场的理想基地，因而该区

域是钢铁群雄必争之地。在湛江建设钢铁基地符合宝钢发展战略和产

业布局，即布局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发达、钢材消耗

集中的区域。 

在竞争态势上，环北部湾地区已有多家钢铁企业在投资建设新的

钢铁制造基地，如果宝钢不建湛江钢铁基地，就有可能失掉机会，且

与宝钢布局珠三角的长期战略不符。 

在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史上，一些具有领先竞争优势的钢铁企业通

过异地建设钢铁基地，并实施制造分工、销售协同等举措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其发展模式和道路值得宝钢借鉴。 

建设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可以将宝钢股份既有的管理能力和沉淀

的技术资源转化为现实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拓展市场份额、优化

人力资源、创新管理模式，做好上海地区产能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

产，实现跨地域经营，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对公司长远的发

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虽然当前钢铁行业市场形势严峻，但是工程建设材料价格已趋于

低位，因此对于钢铁工程项目是一个良好的建设时机。 

由宝钢股份作为主体投资建设管理湛江基地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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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实现湛江项目最适合的建设方案、最短的试生产爬坡期、最

佳的运行效果，比资金更重要的保障是宝钢股份本部现有的技术积淀

和人才资源。 

2.充分发挥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最佳模式是宝钢在多年扩建发展

中所采用的“一厂管一厂”的管理体制。 

3.按照“双制造基地”的模式，以产线配置、制造、销售的协同

实现高效率，是新形势下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二、湛江项目可能的成本优势 

在钢铁行业总体上供大于求、竞争激烈、整个行业进入微利经营

状态的大形势下，投资建设新的钢铁制造基地，投资收益是最关键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经过前期工作的论证测算，我们认为，湛江钢铁基

地在制造成本方面具有以下优势： 

1、铁矿石物流成本优势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拥有 30 万吨级码头贯通主航道,与宝钢股份

上海总部相比，巴西铁矿石运距缩短 779 海里，澳洲运距缩短 619 海

里,且不需要二次转驳，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 

2、成品物流成本优势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贴近华南区域和东南亚市场，成品销售物流成

本、出口东南亚的运输成本将低于宝钢股份上海总部，可充分获得贴

近客户、贴近市场的地域比较优势。 

3、厂内物流成本优势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通过统一规划、优化厂内物流的总图布局等措

施，吨钢物流成本可比宝钢股份上海总部更低。    

4、工序制造成本优势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可在充分吸取宝钢股份上海总部多年的生产

运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全新设计，通过技术甄别、工艺选择、流程

衔接等提高效率、降低工序成本，以主要制造工序为例： 

炼铁工序可通过低成本配煤、配矿，焦炉、烧结机大型化等措施，

使成本比宝钢股份上海总部更低；炼钢工序可通过生产节奏、技术方

案优化等措施，使成本更低；轧钢工序可通过降低辊耗和能耗、余热

利用等措施，使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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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由于湛江的有利天然条件和后发技术优势所带来的成本

优势。  

三、建设内容和预计投资 

广东和华南地区是汽车、家电、造船、管线、海洋工程用钢的集

中区域，建议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以这些行业的需求为主要市场目标，

适当出口东南亚。 

拟利用湛江天然深水港的条件，建设原料码头、原料场、自备电

厂、烧结机、焦炉、高炉等装备，生产低成本的铁水。建设转炉炼钢

和连铸工程，获得高品质的连铸坯。在轧材单元，先期建设带钢热连

轧工程，并结合上海地区的产线调整，考虑搬迁建设 4200mm 厚板轧

机。湛江项目一期初定生产规模为产铁 823万吨，粗钢 871 万吨，钢

材 637万吨。 

一期建设的工程中，热轧产品除向在广东的冷轧厂供料外，以热

轧商品材销售。富余的连铸坯送宝钢股份上海本部，弥补上海本部连

铸坯的不足。前期建设的工程投产运行后，视各方面情况适时建设后

续热轧和冷轧工程。 

经初步预测，现有方案先期建设的工程项目静态投资约 400 亿，

预计收益接近宝钢股份上海总部的水平，内部收益率约为 9％。 

四、风险提示 

１、如果未来钢铁市场持续低迷、钢材价格进一步下滑，而铁矿

石等钢铁原材料价格并未同步下降，目前测算的湛江钢铁项目的投资

收益会变差。 

２、湛江基地项目的热轧产品产量相对较大，项目投产后能否实

现完全销售，需要在投产后从销售到生产的全面努力；厚板产品的高

档次品种仍然存在较大的机会和市场空间，但我们自身的研发开拓能

否快速见效，有待努力。 

３、同一区域其它钢铁企业也正在计划新建钢铁基地，相比其它

钢铁企业，虽然宝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随着其它钢铁企业通过

与国外先进钢铁企业合资建厂等方式，迅速提高技术起点，从而缩小

与宝钢的竞争差距。 

 

以上，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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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议案 
 

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公司分

析比较了分红和回购等回馈股东的方式，综合考虑投资者建议和公司

的财务状况，拟回购本公司股票。具体方案如下： 

一、回购方案 

1.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2. 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的股份将注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 

3.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 5.00元，即以每股 5.00元或更低

的价格回购股票。 

4.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 

5.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 A股股票。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50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5 元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

份约 10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约 5.7%，占社会公众股约 22.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6. 回购股份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7.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任何一名或多名执行董事全

权处理本次回购的一切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回购报告书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

数量等； 

（2）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

更等事宜； 

（3）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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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

毕之日止。 

 

二、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

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公司认为可以承受 50 亿元的股

份回购金额，且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前所述，以回购数量 10亿股至 12 亿股测算，回购后公司总股

本为 16,512,048,088 股至 16,312,048,088，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79.51%至 80.49%，不会影响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

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为维护公司股价，体现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总经理马

国强先生，董事诸骏生先生，副总经理李永祥先生，副总经理王静女

士，副总经理周建峰先生于 2012 年 5月至 7月期间分别买入 5万股、

3 万股、2.85 万股、4万股和 2.5万股本公司股票，公司已按相关规

则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相关信息。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以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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