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钢股份”
）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2020-057），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召开 2020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首钢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集团”
）《关于提交首钢股份 2020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函》
，首钢集团向公司提出《关于首
钢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做出的部分承诺的提
案》
。现将提案内容公告如下：
一、提案的主要内容
在 2015 年重大资产置换过程中,首钢集团为解决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唐公司”
）存在的瑕疵问题做出相
关承诺，并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对无法按期完成的承诺进行
了变更。首钢集团积极推进各项工作，部分承诺如期完成；但受客观
原因影响，有关办理京唐公司相关权证的承诺事项预计无法按期完成。
根据监管规则的相关要求，首钢集团拟对“办理京唐公司相关权证的
承诺事项”的完成期限等部分内容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 年《首钢总公司关于促使京唐钢铁及港务公司办理
土地权属证书的承诺函》部分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完成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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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包括但不限于京唐公司一期工
程项目、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1240 米岸线码头工程）、通用散杂
货泊位工程项目（552 米岸线码头工程）以及京唐公司二期工程项目
使用土地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无法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京唐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的前提是取得海域使用权证。
国家海洋局 2017 年 5 月 18 日下发的《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海发（2017）7 号）中明确
提出“暂停受理、审核渤海内围填海项目，暂停受理、审批渤海内区
域用海规划，暂停安排渤海内的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随后，国务
院于 2018 年下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国发〔2018〕24 号）
，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委亦相应发布《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
施意见》（自然资规[2018]5 号）及《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 自然资规[2018]7 号）。
根据前述文件，
各省（区、市）应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形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
2019 年 6 月底前制定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并报自然资源
部备案，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于 2019 年 2 月发布《关
于严 格管控围填 海加快处置 历史遗留问题 的通知 》（冀自然 资规
[2019]1 号）
，其中对本行政区域内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的具体
工作要求和时间予以明确。
在此期间内，京唐公司积极保持与包括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在内
的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沟通、了解情况、掌握进展动态，在恢复审批
工作后第一时间便落实相关工作，并于 2019 年年中启动申请材料的
组卷工作，但京唐公司所涉海域使用事宜作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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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限于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工作要求，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之中。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
定，京唐公司此次申请项目用海须报国务院审批，所需流程及时间较
长，因此，京唐公司实际已无法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海域使
用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此外，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返
还土地对价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2020-039），就京唐公司二期用地中
的 1.421701 平方公里尚为海域一事，首钢集团向首钢股份返还对应
的土地误差款项，该等返还导致首钢集团有关促使京唐公司办理完成
全部已使用土地权属证书的承诺所对应的面积相应调整为 8.678299
平方公里。
首钢集团将在京唐公司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后，积极推进相关土
地权属证书的办理工作。
该项承诺变更为：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完成全部已使用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包括但不限
于京唐公司一期工程项目、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1240 米岸线码
头工程）、通用散杂货泊位工程项目（552 米岸线码头工程）以及京
唐公司二期工程项目使用土地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二）2018 年《首钢总公司关于促使京唐钢铁及港务公司完成
相关事项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确保于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京唐
公司配套码头项目（1240米岸线码头工程）整体验收手续并取得正式
港口经营许可证，并在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况下开展港口经营
业务。
无法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办理正式的港口经营许可证的前提是
取得相关海域使用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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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 2017 年 5 月 18 日下发的《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海发（2017）7 号）中明确
提出“暂停受理、审核渤海内围填海项目，暂停受理、审批渤海内区
域用海规划，暂停安排渤海内的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随后，国务
院于 2018 年下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国发〔2018〕24 号）
，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委亦相应发布《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
施意见》（自然资规[2018]5 号）及《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 自然资规[2018]7 号）。
根据前述文件，
各省（区、市）应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形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
2019 年 6 月底前制定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并报自然资源
部备案，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于 2019 年 2 月发布《关
于严 格管控围填 海加快处置 历史遗留问题 的通知 》（冀自然 资规
[2019]1 号）
，其中对本行政区域内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的具体
工作要求和时间予以明确。
在此期间内，京唐公司积极保持与包括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在内的
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沟通、了解情况、掌握进展动态，在恢复审批工
作后第一时间便落实相关工作，并于2019年年中启动申请材料的组卷
工作，但京唐公司所涉海域使用事宜作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之一，
受限于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工作要求，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之
中。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京唐公司此次申请项目用海须报国务院审批，所需流程及时间较长，
因此，京唐公司实际已无法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
港口经营许可证。
首钢集团将在京唐公司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后，尽快办理正式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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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经营许可证。
该项承诺变更为：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确保于2022年12月31
日前完成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1240米岸线码头工程）整体验收手
续并取得正式港口经营许可证，并在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况下
开展港口经营业务。
2.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京唐公
司全部自建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工作。
无法按期履行承诺的原因：由于京唐公司自建房屋所占用的土地
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前提是取得
海域使用权证，因此需先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后，方可办理后续权属证
明。
国家海洋局 2017 年 5 月 18 日下发的《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渤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海发（2017）7 号）中明确
提出“暂停受理、审核渤海内围填海项目，暂停受理、审批渤海内区
域用海规划，暂停安排渤海内的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随后，国务
院于 2018 年下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国发〔2018〕24 号）
，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委亦相应发布《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的实
施意见》（自然资规[2018]5 号）及《关于进一步明确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处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 自然资规[2018]7 号）。
根据前述文件，
各省（区、市）应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形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
2019 年 6 月底前制定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并报自然资源
部备案，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于 2019 年 2 月发布《关
于严 格管控围填 海加快处置 历史遗留问题 的通知 》（冀自然 资规
[2019]1 号）
，其中对本行政区域内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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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和时间予以明确。
在此期间内，京唐公司积极保持与包括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在内的
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沟通、了解情况、掌握进展动态，在恢复审批工
作后第一时间便落实相关工作，并于2019年年中启动申请材料的组卷
工作，但京唐公司所涉海域使用事宜作为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之一，
受限于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工作要求，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之
中。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京唐公司此次申请项目用海须报国务院审批，所需流程及时间较长，
因此，京唐公司实际已无法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及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首钢集团将在京唐公司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后，积极推进相关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并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尽快办理全部
自建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该项承诺变更为：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京唐公司全部自建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工作。
二、对临时提案的合规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提案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规定提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
大会职权范围，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首钢集团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提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提案中变更本公司
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做出的部分承诺，是针对实际状况做出的，
该事项属于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对公司经营不会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提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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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提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发表意见如下：上述提
案涉及的变更事项，均是根据实际状况做出的，提案内容属于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对公司的经营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提案提
交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发布《关于召开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
三、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对临时提案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对临时提案的意见；
（三）首钢集团《关于提交首钢股份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提案的函》及其附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7 日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