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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时间：2017年 6 月 16 日上午 9时。 

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 号，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 宣布开会； 

二、 审议 2016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 审议 2016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 审议 2016 年年度报告； 

五、 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六、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八、 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九、 通过监票人； 

十、 投票表决； 

十一、宣布投票结果； 

十二、宣读投票结果形成的大会决议； 

十三、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十四、宣布散会。 

 

2017年 6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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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2016年度，公司董事会认真贯彻执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坚持依法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公司各

方面的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在向股东大会报告

2016年公司董事会的工作，请予以审议。 

一、 董事会的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召开 9 次会议，有关会议内容已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016 年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通过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

案。 

2016 年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在公司召开，

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公司召开，通

过了公司 2015 年度报告、201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等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召开，通

过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提名独立董事

及其报酬的议案等议案。 

2016 年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通过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

案。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在公司召开，通

过关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人选的议案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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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议案等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过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关于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处理财产损失的议案。 

2016 年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年 10月 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过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 公司的经营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2016 年，是装备制造业逐步探底的一年，受世界经济低迷及国

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叠加影响，国内外冶金、石化、矿

山等机械工业下游行业的发展放缓。由于经济效益持续下降，下游企

业用于项目建设和技改的资金趋紧，大量新建项目或技改项目被推迟

或搁置，造成下游行业对机械设备需求减少，重型机械行业也因此受

到较大影响。随着市场需求下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产品销售

量和销售价格下降，导致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同时，受产品销售

价格下降影响，导致公司产品的合同定价或市场价格低于产品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对部分存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 3.4 亿元左

右。受上述主要因素综合影响， 2016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2.8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2 亿元。 

面对规模和效益双重下滑的压力，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宏观经

济形势和市场变化，运行质量逐步向好，转型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公

司总体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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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销工作取得成效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积极应对，持续加强重大项目、转型

产品、出口产品和成套业务的订货力度，全年实现订货 95.64 亿元，

同比增长 8.84%。其中风电、矿山、锻压、轧钢、焦化设备订货同比

增长，油膜轴承基本稳定，火车轮轴、起重、煤化工、齿轮传动设备

及铸锻件产品订货同比减少。 

公司重点关注和加强重大项目整体策划，陆续签订首钢京唐项

目、中国铁路总公司轮轴、忠旺系列铝挤压机、江西铜业 35m³挖掘

机、山钢日照冷轧线、华创风电增速器等重大项目。 

转型产品推广成效明显，先后签订南京地铁齿轮箱、三峡 5MW

海上风机、包钢排土机、中铁十二局盾构机、自升式钻井平台锁紧装

置、TZC300 履带起重机、TZM260 全地面起重机、TZ-1900 液压打

桩锤等合同。 

国际化进展取得新突破。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新设

东南亚、中亚、西亚三个区域性海外机构，完善了国际化布局。签订

出口印度、俄罗斯、南非挖掘机合同，全年挖掘机出口订货总额突破

8 亿元。油膜轴承出口覆盖面扩展到印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多

个国家。公司全年出口订货 13.78 亿元，同比增长 42.8%。 

成套项目稳步扩展，陆续签订内蒙古七和大板梁二期风电场

150MW 项目、山东洪达化工成套项目、北京华茂干熄焦项目等工程

总包合同。 

2、重点产品组织成效明显 

三峡 5MW海上风机开始装配，山东文登风场完成试运行验收，晋

能高家堰风场并网送电；忠旺系列压机第一批装配完成；红沿河环吊

具备发货条件；出口印度、南非挖掘机实现交货；太原地铁二号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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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盾构机完成验收；海上核电压力容器接管、顶盖等试验件进入加工

阶段；TZ-400钻井平台实现下水；30万千瓦级火电转子小批量交货；

TZM260 全地面伸缩臂起重机具备发运条件；科尼岸桥装船发运。 

3、产品技术创新稳步推进 

2016年，公司完成 2MW/116 风电偏航、变桨减速机，12.5～175MN

系列铝挤压机，30万千瓦级火电机组转子锻件等 103项新产品开发。

“LG720冷轧管机组研制”和“5000mm宽厚板辊式全液压系列矫直机

研制”分获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三等奖。全年共申报专利 105

项，其中发明专利 79 项；授权专利 109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66项。 

4、不断完善质量体系建设 

公司成为同行业首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新标准认证升级的企业。

公司参与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速 350 公里的中国标准动

车组轮轴通过运用考核，获得认证证书；时速 250 公里城际动车组轮

轴完成运用考核，运行情况良好。TZM260、TZM1200 和 TZL750 全地

面起重机取得工信部资质。海上钻井平台通过 CCS 见证。 

5、重点项目建设按期推进 

风电装备智能化工厂项目办公楼主体封顶，厂房主体钢结构安装

完成 50%。轨道交通关键件研发制造基地完善升级项目精锻机搬迁完

成，轮轴实验中心投入使用。锻造风机轴机加工项目完工，形成一条

完全封闭的风机轴生产线。钢轮钢锭模铸生产线具备批量生产能力。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2017 年，世界经济将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中国将继续坚持

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纵深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

大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筑底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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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装备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总体需求逐步

回暖，起重机、矿山、焦化、轧钢、锻压、煤化工等传统产品受到冲

击，但印度、俄罗斯、东南亚、中东市场仍有较大需求。随着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产能置换重组的钢焦联合企业的焦化、干熄

焦设备和总包带来新机遇。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蓬勃发展，盾构机、高速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用轮轴产品和

齿轮传动装置发展前景广阔。“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旺

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持续深化，港口机械、工程机械市场空

间进一步扩大。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风电设备、风机吊装及检

修设备前景看好。油价缓慢回升使海工装备市场逐步回暖，全球海上

风电的快速发展给多功能辅助作业平台、风电安装和运维平台等产品

带来了机遇。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布局正逐步落地，必

将带动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公司将深刻认识发展形势，抢抓战略

机遇，坚持改革创新，强化精益管理，不断提升企业运行质量，实现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2017 年是公司发展的“提质增效年”，公司的经营目标是：营

业收入 70 亿元，实现扭亏为盈。 

为实现上述目标，公司拟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1、加强精益管理，实现提质增效 

努力从合同质量、设计、制造、采购等方面降低成本。进一步提

高合同质量，完善合同评审制度，以效益为中心调整订货结构。设计

上根据用户需求优化设计，针对性地制定设计降成本的目标和措施，

确保产品效益。制造过程中强化市场倒逼机制，在目标成本分解的基

础上，加强制造过程的成本控制，明确目标，严格考核；进一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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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制造周期，减少资金占用。采购中继续加大“集中招标，分散执

行”实施力度，降低采购成本。 

严格产品生产全过程管理，逐步推行产品质量外部审核，做好已

交付用户产品验收。根据用户付款情况和现场施工进度，按实际交货

期排产；原材料、配套件严格按产品成套进度安排付款提货；加快产

品发运、现场验收和资金回笼。 

持续抓好应收账款下降工作，一户一策制定具体措施和激励政

策，将提质增效落到实处。持续强化风险防控，加强合同付款条件等

关键条款的审核，以及合同执行过程的跟踪反馈和风险预警。 

2、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激发转型活力 

针对传统产品，成立典型产品专项组，以两化融合、降本增效为

方向，对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加强智能控制、精确定位、自动运行、

节能节材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对标市场进行改进升级和产业延伸。 

针对转型产品，依托专家联系项目制度，实行合同化管理，加强

产品开发项目考核，提高产品开发的技术前瞻性及与市场需求匹配

性，明确推向市场的目标计划，满足公司转型发展需求。 

3、发挥龙头作用，完成各项经销目标 

进一步加强对项目信息的分类管理与考核，密切跟踪在手操作项

目信息，及时掌握项目招投标关键节点动态，提高合同中标率。 

加快国际市场拓展。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制定国际

化目标计划，建立健全各单位外贸机构和人员配置，加大经销考核兑

现与国际市场挂钩比例。 

继续做好转型产品首台套订货及批量化推广，明确考核项目、时

间节点和责任人，在经销政策上加大奖励力度，加快推进新产品的销

售和市场推广。 



 9 

4、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全力实现均衡产出 

严格执行生产计划管理考核办法，合理利用资金，提高合同完成

率和计划实现率，实现均衡产出。针对钢轮钢锭、风电整机、风机轴

等批量产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 

创新生产组织模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大对公司重点产品

进度节点的考核力度，确保风电总包项目、忠旺系列压机、太原地铁

盾构机后续项目、工程机械、钢轮钢锭等重点产品按期出产。 

5、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树立企业品牌形象 

以风电、工程机械、海工、港机等新产品为重点，加强质量策划，

做好新产品开发过程的评审和验证，强化新产品可靠性设计。进一步

加强热加工材料工艺研究和质量改进，逐步实现工序自动化控制，做

到过程可控、可追溯。加强新工艺的研究，持续推进海洋核动力平台

项目相关工艺的试验研究，进一步完善钢轮钢锭批量生产、大型转子

锻件、汽缸体铸件等工艺，支撑新产品开发。努力完成海洋核动力平

台反应堆压力容器取证。 

三、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由于公司本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拟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预案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选定《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报

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完整规范地披露有关

的公司信息，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和互联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年度报告等有关文件的原件股东可随时到公司查阅，2016 年全年发

布定期报告 4 份，临时公告 39 份。公司安排专人接待投资者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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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在全体股东和公司员工的支持下，按照《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积极开展工作，公司保持了稳

定发展的态势。在此，对全体股东和公司员工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

衷心的感谢！ 

2017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公司法》等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严格依法规范运作，积极

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精益

管理水平，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国际市场布局，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

实现太原重工持续健康发展。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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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2016 年度，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的依法运作情况进行了认真地监督。现在向

股东大会报告 2016 年监事会的工作，请予以审议。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1、在 2016 年的各项工作中，公司能够遵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以及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建立起较为完善

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

时，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的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严格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规范使用，用于承诺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4、2016 年度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诚信的

原则，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二、监事会换届情况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2016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会

议选举丁永平、范小平、罗爱民为股东代表监事，与 2 名职工代表监

事沈志元、汝学斌组成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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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丁永平为公司监

事会主席。 

三、2016 年内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2016 年内监事会共召开了 5 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公司召开，通

过了 2015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2015 年年度报告、关于预计 2016 年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2015 年度）、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议案。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召开，通

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

意见、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在公司召开，通过

了关于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对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

见等议案。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对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

核意见。 

四、2016 年度参加培训，提高履职能力情况 

2016 年，监事会主席组织公司监事重点学习了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事会工作指引》，分别对监事会设立与监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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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监事会职权及其行使、监事会会议召开、监事的义务与法律责任、

自律措施及处分等知识和典型上市公司监事会运作经验进行了系统

学习。通过学习，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监事会充分有效履职起到了

积极作用。  

2017 年，公司监事会将在全体股东和职工的支持下，按照《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

和职工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监事会的职责，列席董事会会议，充分

发表对董事会决议事项的意见和建议，依规有效监督，为公司的规范

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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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20,311,985.22 元（合并报表），其

中，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1,764,225,411.60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金0.00元后，加上年结转的未分配利润1,510,551,270.33 元，2016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09,760,714.89 元。 

由于公司本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拟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预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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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 2017 年与主要关联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详情见下表：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万元） 

1 向关联人采购与主业有关的各种

原材料等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100左右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3000左右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机械设备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00左右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26000左右 

2 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营所需水、

电、煤、气等燃料和动力 

  

3 向关联人销售上市公司产品等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400左右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900左右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300左右 

北京太重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100左右 

太重集团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8300左右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30左右 

太重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3000左右 

4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200左右 

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4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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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关于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是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和接

受或提供劳务等。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均以签订经济合

同形式确认，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体现公平

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于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有关关联交易的协议，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进程，主要

采取招投标方式定标后，分别与关联方签订经济合同。 

关于审议程序 

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认为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客观合理、公允，

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预计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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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法》和《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

李富奎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现提出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如

下： 

推荐张克斌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张克斌具备担任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条件，已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和选举。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附： 张克斌简历 

张克斌，1963 年 5 月出生，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工学博士，

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曾任太重集团铸锻公司董事长，榆次液压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太重集团煤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太重

集团煤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太矿集团董事长。现任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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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 2016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和决议，公司与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协商，拟继续聘请该事务所为公司 2017 年度的审计机构（含内

控审计），聘期一年，其报酬为 80 万元。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