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雷科防务 股票代码

0024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训雨

电话

0519-86237018

传真

0519-86235691

电子信箱

002413@racodf.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360,180.49 1,079,599,190.55 -8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607,399.61 31,786,035.72 3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2,658,240.65 32,116,709.39 3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38,203.19 20,538,378.41 -39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14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14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2.60% -0.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40,785,434.54 2,343,610,799.90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95,404,040.12 2,126,366,438.66 -6.16%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98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5% 290,773,335

北京弘达伟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0% 58,032,000 58,032,000

质押

47,590,000

刘峰 境内自然人

2.31% 22,688,407 22,688,407

质押

3,150,000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9% 22,530,691

毛二可 境内自然人

1.70% 16,695,242 16,695,242

孟立坤 境内自然人

1.53% 15,005,442 15,005,442

质押

5,104,118

龙腾 境内自然人

1.43% 14,081,682 14,081,682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11,265,344

曾涛 境内自然人

1.13% 11,130,159 11,130,159

曾大治 境内自然人

0.99% 9,755,790 9,755,790

质押

1,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已全面转型军工电子信息行业。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年初制定的

经营计划，贯彻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研发为龙头，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发

展，公司经营情况保持了持续、平稳的增长态势。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大潮席卷全球，军队指挥体系和武器装备出

现了革命性升级，现代战争形势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为适应现代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国提出国

防信息化、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

竞争力，2016年 2月 1日，公司以现金方式成都了爱科特 70%股权的收购，公司军工电子信息

产业新增通信、雷达用微波信号分配管理及接收处理业务。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奇维科技 100%的股权事项经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的 2016 年第 31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并

获得无条件通过。2016年 6月 22日，奇维科技 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的业务新增军

用嵌入式系统、固态存储设备等业务，公司军工电子信息业务得到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2016年 4月 28日，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2016 年 6 月 1 日， 公司

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100号《关于核准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升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2016年 6月 22日，奇维科技 100%的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奇维科技取得了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后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2016 年 7 月 26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

材料，并获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公司申请，深交所批准，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6

年 8月 4日。

2、推进下属各公司的横向整合

公司积极推进理工雷科、奇维科技、爱科特在存储系统、智能控制系统等方面的整合；推

进各下属公司在供、产、销等方面的整合。

3、加强公司研发力量

2015年底成立了北京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并聘请毛二可院士担任名誉院

长，专业致力于雷达、导航及集成电路等技术的前瞻性探索和研究，为公司新产品提供新的关

键核心技术支撑，提升公司在雷达业务方向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持长

期竞争力。2016年 3月，北京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西安设立雷科防务（西安）

控制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新产品开发

公司通过募集资金，开发基于北斗导航的隧道内综合监测系统、基于北斗的灾情报送应

急救援系统、轻小型无人机防撞雷达等新产品，丰富和拓宽公司产品系列，更好的满足客户多

样化需求。在立足军品的基础上，公司拓展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等产品在新兴民用领域的应

用，例如在民政救灾领域，公司研发的基于北斗的灾情报送应急救援系统即将投入使用，将会

在减灾防灾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够提高民政部门应对各种灾害时的反应能力，更好的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公司结合下属各公司的现有技术研制、开发推出一些融合多公司技术

的新产品。

5、拓展市场

公司成功并购重组理工雷科、爱科特后，完成了在北京、成都、天津等地的业务布局，加大

了市场推广力度，并逐渐完善全国销售网络。在军用市场，公司继续巩固现有型号产品的供

货，并通过技术创新积极推动新的型号定型及批产。在民用市场，公司拓展雷达和北斗卫星导

航在民政救灾、危险品监测、无人机等领域的应用，增强公司在行业市场的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836.02 万元，同比下降 84.41%；营业利润 5,281.8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24.45%；利润总额 5,392.81万元，同比增长 3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360.74万元，同比增长 37.19%。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3日完成重大资产出售的工商变更手续，常州常发制冷科技有限公

司、常州市武进江南铝氧化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过户至公司控股股东常发集团名下。

2015年 12月 21日，公司完成控股子公司北京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工商

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房山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持有北京理

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2016年 2月 1日，公司收购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股权完成工商过户登记手

续，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 2016年 2月份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小平

2016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413� � � �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6-067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16年 8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

议于 2016年 8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于 《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告；《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413� � � �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6-068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 ）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

于 2016年 8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

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过认真审核， 公司监事认为：《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公司 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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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磊股份 股票代码

0026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凯 杨凯

电话

0575-87387320 0575-87387320

传真

0575-80708938 0575-80708938

电子信箱

yk75118@163.com yk75118@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73,837,208.74 1,854,890,245.86 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17,048.84 2,934,853.50 -1,47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6,950,884.82 -444,761.71 -10,45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9,259,443.82 -187,348,639.98 44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841 0.0134 -1,473.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841 0.0134 -1,47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3% 0.30% -4.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33,977,818.68 2,117,052,941.69 2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8,119,651.89 998,536,700.73 -4.05%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15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柚子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5% 60,052,830 0

质押

60,052,800

深圳健汇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56% 40,754,370 0

质押

40,754,370

杭州焱热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7% 11,561,160 0

中融汇通（天

津）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7% 11,561,160 0

景华 境内自然人

5.09% 11,184,000 0

质押

8,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中邮

战略新兴产业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国有法人

0.65% 1,427,375 0

戚建生 境内自然人

0.46% 1,000,000 0

孙凌君 境内自然人

0.35% 760,000 0

陈晓军 境内自然人

0.23% 500,000 0

沈岚 境内自然人

0.20% 4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陈晓军在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500000

股，总计持股数量为

500000

股，持股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0.23%

。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6

年

04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

bulletin_detail/true/1202170443?announceTime=2016-04-1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4

月

13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郝江波

变更日期

2016

年

04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

bulletin_detail/true/1202170443?announceTime=2016-04-1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4

月

13

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控股股东筹划了重大资产收购、重大资产

出售重组事项，拟通过资产重组，逐步置出盈利能力较弱的铜加工产业，同时注入发展前景广阔，符合国家鼓励

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实现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16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7383.72?万元，利润总额 -5679.55?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041.70万元。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完成了控股股东变更事项。2016年 1月 16日，戚建萍女士分别与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柚子资产” ） 、深圳健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汇投资” ）签署了《关于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戚建华女士分别与柚子资产、健汇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戚建生先生与自然人景华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金磊先生 与杭州焱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焱热

实业”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报告期内，公司原控股股东及行动一致人戚建萍女士、戚建华女士、戚建生先

生、金磊先生已按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与交易对手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股权过户相关手续（具体详见公司 2016-018/031/046号公告）。上述股权转让涉及的证券过户登记完

成后，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宏磊股份 60,052,830� 股，持股比例占总股本的 27.35%，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公司控股股东由戚建萍变更为天津柚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由戚建萍、戚建

华、戚建生、金磊、金敏燕变更为郝江波。

2、提升公司运营质量。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和铜价波动较大的情况，有计划地压缩了产

能，有效控制产品销售效益下滑的局面。加强内部控制管理，针对在贸易业务合同执行及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设

计和运行方面存在的缺陷逐步进行整改，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梳理内部控制的制度及操作流程，健全

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内部审计工作，提升企业规范运作水平。

二、公司 2016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1、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按照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着眼新业态、新技术，做好后备项目的培育工作，完成市场

调研、可行性研究工作，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积极配合推进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现多元化发展。认真做

好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相关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妥善解决好前期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

2、改进信息披露工作。针对前期信息披露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认真组织整改，加强与公司重要部门和大股东

的定期沟通，落实信息披露工作责任制，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强化投资者

关系管理，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出资设立宏磊新材料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

止 2016年 6月 30日，宏磊新材料公司的净资产为 9,994,061.01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 -5,938.99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出资设立共青城民盛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亿元，本公司

应出资人民币 20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共青城民盛金

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 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 0元。

报告期内，本公司出资设立霍尔果斯民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亿元，本公司应出

资人民币 5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尚未履行出资义务，霍尔果斯民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 0元，成立日至期末的净利润为 0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6-130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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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以

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年 8月 28日 15：00时在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审议、记名

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6人，实到董事 6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闫伟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

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通过审议《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后，认为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资产评估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本次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资产评估机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孙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6-131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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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 8月 15日以直

接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年 8月 28日 16：30时在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审议、记名投票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海滨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对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进行了专项审核，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16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资产评估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本次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资产评估机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孙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6-133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

资产评估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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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工作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经过审慎研究，拟

变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以下统称为“本次重组” ）的资产评估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资产评估机构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 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 的议

案》、《关于聘请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前海传奇互联网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合计持有的深圳传奇 51%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胜锐天晟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的北京天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军红持有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 ）90%股权。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组事项的资产评估机构，其中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

次重组方案调整前原收购标的深圳前海传奇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作为本次重组中收购标的广东合利及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前原收购标的北京天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评估

机构，且公司于 2016年 6月 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修订稿）的

议案》，又于 2016年 6月 30日披露了《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二次修订稿）》，公司拟调整本次重组方案，拟通过

支付现金的方式，仅购买张军红持有的广东合利 90%股权。

鉴于当前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且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项目组不能满足本次重组工作时间

安排等方面要求，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提议更换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评估” ）为

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评估机构。

公司董事会对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项目组为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前期所做的辛勤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万隆评估为本次重组事项评估机构。

二、拟聘任的资产评估机构的基本情况

上海万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隶属于上海市审计局。2000年脱钩改制,设立了以注册资产评估

师为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单位、上海资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拥有上海市财政

局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和财政部、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特许评估业务资格。2012年公司变更为万隆（上

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形成以上海为龙头辐射全国的战略发展格局。万隆评估经过十几年的开拓、发展，市场

和业务领域已经拓展至全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建立了统一的执业网络，无论在业务质量风险控制，还是专

业标准统一等诸方面探索出了成熟的经营运作模式，服务网络能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大型企业集团以及上

市公司等客户提供最权威有效、最快捷周到的服务。

三、变更资产评估机构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对万隆评估进行了充分了解、调查，认为：万隆评估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并具备多年

为上市公司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本次重组事项相关评估工作及人员、时间安排上的

要求。同意变更评估机构，聘请万隆评估为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评估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于 2016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

组事项资产评估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万隆评估为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评估机构。

3、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万隆评估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本次重组事项相关评估工作的要求。因

此同意聘任万隆评估为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评估机构。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资产评估机构之事前认可意

见；

3、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更换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资产评估机构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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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香港设立孙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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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适应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香港地区融资便利和汇率优势，有效促进公司跨国贸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民盛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一亿元人民币换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孙公司。

2、投资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香港孙公司的设立须报请江西省商务厅、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西省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备案（批准）后方可

实施。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介绍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民盛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香港孙公司的唯一股东，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民盛金控（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

2、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以注册时换汇港币金额为准），公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民盛金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比例 100%。

3、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民盛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

有人民币资金兑换外汇，作为对香港孙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

4、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孙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作为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窗口，香港公司的设立能够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国

际市场的最新信息；

（2）有利于开拓公司国际业务，优化公司战略布局，为公司的跨国贸易提供便利；

（3）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香港地区融资和汇率等优势，有效利用境外资金，提高融资效率，促进公司在国

内外市场的资本运作，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2、设立孙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

（1）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环

境，可能给香港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2）在香港设立孙公司是目前众多国内企业采取的通行模式，这种模式不存在政策法规方面的障碍。

（3）除前述风险外，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福建金森 股票代码

0026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应飚

电话

0598-2359216

传真

0598-2261199

电子信箱

fjjsy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553,551.74 67,991,050.97 -4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09,974.88 457,216.59 -4,84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1,723,710.80 -8,054,853.71 -16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87,324.86 -147,203,640.43 9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003 -5,4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003 -5,4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05%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17,012,413.40 1,653,006,688.71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0,053,653.40 723,690,084.83 -4.65%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4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金森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32% 97,516,040

质押

48,758,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双债丰利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63% 3,640,743

将乐县林业科

技推广中心

国有法人

1.98% 2,744,52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905,500

长春嘉信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嘉信

六合策略精选

3

号基金

其他

0.57% 791,600

孙建兵 境内自然人

0.40% 561,082

李淑芬 境内自然人

0.40% 550,407

林橄榄 境内自然人

0.40% 549,650

吴平荣 境内自然人

0.31% 434,683

中信建投基金

－

广发银行

－

嘉信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23% 31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3）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资源并购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共收购林地 46,291 亩。报告期末，

公司经营区林地面积 81万亩，蓄积量 590万立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有序推进。公司木材招标共四期，涉及 39 个标品、面积 6,

089亩,销售木材 51,001立方米。价格方面，杉木价格与去年同期对比相对稳定，松木和杂木价

格与去年同期对比略有下滑；公司完成更新人工造林 8,824 亩，林分修复 313 亩，幼林抚育 9,

800亩。在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区未发生松毛虫病虫害，未发生火警火灾。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的小额贷款公司———将乐县金森林业发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整

体亏损 -1,421,903.57元，本公司持股 2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97.25%来自主营业务，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553,551.74 元， 同比减少 43.30%； 营业利润 -21,693,

784.41 元， 同比下降 -1,365.7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1,797,044.88 元， 同比减少 2,

225.43%；每股收益为 -0.16元。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我省 2016

年上半年度气候异常，仅汛期降水量及暴雨、大暴雨次数均比往年偏多，其中我县出现 5 次以

上连续强降雨，5月 5日至 10日降雨量超过 345毫米、6月 12日至 18日降雨量超过 400 毫米

为较典型的罕见天气，同时局部区域多次出现特大暴雨。气候异常造成我县多次发生较为严

重的自然灾害：道路多处塌方、积水严重、河道水位上涨导致淤泥覆盖，山体溜方，路基多处被

洪水冲断等道路损毁情况；林区公路因受行业特殊性的影响受损情况更为严重。以上情况造

成公司车辆及人员无法正常通行，公司无法正常组织木材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经营模式（包括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的，主要盈利资产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用材林），用材林的盈利能力保持正常。公司消耗性生

物资产计为存货，生长周期长，为持续培育持续收获的经营模式，期末金额较大，不存在销售

积压或减值情形。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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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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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下午 2 点 30 分

在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48号金森大厦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名，其中李国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委托郑钟芳女士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会议由董事长王国熙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半年度

财务报告的议案》

《2016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

将乐县金森林木种苗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将乐县金森林木种苗有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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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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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 8月 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6年 8月 29日下午 4：30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48号金森大厦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庄子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庄子敏、林协清、宋德荣、王培卿、廖陈辉均出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会成员审核， 确认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的编制和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6-050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送

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上午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五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五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赵小强、石炜萍回避，不参与表决。

公司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事项进行调整。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赵小强、石炜萍回避，不参与表决。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

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赵小强、石炜萍回避，不参与表决。

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6-051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年 3月 9日，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6 年 7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3）。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正

式核准批文。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新安排，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讨论并审议通过如下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

1、公司决定不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杭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真趣网络” ）100%股权。

2、真趣网络股东新余乐活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乐活” ）、新余天游投资

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天游” ）仍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即最新认

购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 定价方式 锁定期限

1

赵小强 不低于

100,000.00

接受市场询价

36

个月

2

新余乐活

8,550.00

接受市场询价

36

个月

3

新余天游

7,824.96

接受市场询价

36

个月

4

其他股东 不高于

92,425.04

市场询价

12

个月

合计

208,800.00

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事项进行调整的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调整，删除收购真趣网络 100%股权项目，该项目投资额

93,031.22 万元，删除此项目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将由不超过人民币 301,831.22 万

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08,800.00万元。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9,000万股，其中赵小强先生认购金额不低于 100,000.00 万元，

新余乐活认购金额 8,550.00万元，新余天游认购金额 7,824.96 万元，其余股份由特定投资者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1,831.22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IP

文化生态圈项目

208,800.00 208,800.00

2

收购真趣网络

100%

股权

93,031.22 93,031.22

合计

301,831.22 301,831.22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9,000万股，其中赵小强先生认购金额不低于 100,000.00 万元，

新余乐活认购金额 8,550.00万元，新余天游认购金额 7,824.96 万元，其余股份由特定投资者认购。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8,8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全部投资于 IP 文化生态圈项目。

除上述内容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其他内容

不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6-052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披露了《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2016年 2月 3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6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16年 2月 19日，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

2016年 3月 9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6年 7月 14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

案（修订稿）》再次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6年 7月 14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新安排， 公司于 2016年 8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讨论并审议通过如下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

1、公司决定不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杭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真趣网络” ）100%股权。

2、真趣网络股东新余乐活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乐活” ）、新余天游投资

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天游” ）仍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即最新认

购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 定价方式 锁定期限

1

赵小强 不低于

100,000.00

接受市场询价

36

个月

2

新余乐活

8,550.00

接受市场询价

36

个月

3

新余天游

7,824.96

接受市场询价

36

个月

4

其他股东 不高于

92,425.04

市场询价

12

个月

合计

208,800.00

并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进行再次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投向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1,831.22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IP

文化生态圈项目

208,800.00 208,800.00

2

收购真趣网络

100%

股权

93,031.22 93,031.22

合计

301,831.22 301,831.22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8,8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IP

文化生态圈项目

208,800.00 208,800.00

合计

208,800.00 208,800.00

2、删除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真趣网络 100%股权”的相关披露内容。

3、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出具之日至《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

次修订稿）》出具之日期间发生的其他变更事项进行了相应更新。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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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79� � � �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6-36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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