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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8月26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6年8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

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燕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做大做强智能产品业务板块，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751.50万元

人民币与沈利锋、周永国、鞠晗松、何建军、朱志彬共同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在江苏省昆山市投资设立苏

州德迈科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注册为准）。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刊登在2016年8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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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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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做大做强智能产品业务板块，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苏州德

迈科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迈科” ）拟以自有资金751.50万元人民币与沈利锋、周永国、鞠晗松、何

建军、朱志彬共同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在江苏省昆山市投资设立苏州德迈科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2、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并授权德迈科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合资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

核准手续、行政审批等相关工作。

3、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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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沈利锋先生（非关联方）

身份证号码： 42210119740418****

住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

沈利锋先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专业，曾任施耐德东南区OEM销售经理；

现任台州舒尔茨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2、周永国先生（非关联方）

身份证号码： 33020619670118****

住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

周永国先生，专科学历，毕业于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现任宁波永力达动力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

3、鞠晗松（非关联方）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60213****

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朝晖路416弄

鞠晗松先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电子技术专业，现任宁波永力达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技

术部经理。

4、何建军（非关联方）

身份证号码： 33042419700706****

住址：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555号

何建军先生，东南大学电机专业博士，现任罗克韦尔自动化变频器事业部总经理。

5、朱志彬（非关联方）

身份证号码： 43050219730103****

住址：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五一北路

朱志彬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在读MBA，现任台州舒尔茨电机有限公司股东。

三、拟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苏州德迈科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注册为准）

2、拟注册地址:�昆山市

3、拟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4、资金来源及股权结构

合资公司成立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

姓名 资金来源 持股比例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50.10%

沈利锋 自有资金

20.00%

周永国 自有资金

10.00%

鞠晗松 自有资金

10.00%

何建军 自有资金

5.00%

朱志彬 自有资金

4.90%

合计 ———

100%

5、经营范围：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变频器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电机系

统的控制集成和技术服务。 （经营范围为暂定范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注册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

2、德迈科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为751.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0.10%；沈利锋以自有资金认缴

出资额为3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00%；周永国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为1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

资本的10.00%；鞠晗松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为15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0%；何建军以自有资金

认缴出资额为75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5.00%；朱志彬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为73.50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4.90%。

3、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公司董事、德迈科董事长黄建中先生担任。合资公司总经

理由何建军先生担任，销售副总经理由沈利锋先生担任，技术部经理由鞠晗松先生担任。 合资公司不设监

事会，设监事一名，由沈利锋先生担任。

4、合资公司独立运行，其财务、人事、行政、市场等职能部门，由德迈科统一管理。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德迈科本次对外投资成立由德迈科控股的合资公司，是为了发挥交易各方各自的技术、管理和市场优

势，积极拓展新业务、新市场，进一步提升德迈科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经济效

益。

2、对公司的影响

德迈科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系统集成、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及工业服务四大业务。 智能产品作为

系统集成及智能装备的基础，是增强德迈科业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是自动化系统和

智能装备的核心部件。 因此，苏州德迈科本次对外投资的方向仍紧密围绕其主营业务展开，是其主营业务

的发展和延伸，有利于提高成本和技术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

本次对外投资由德迈科以自有资金投入，不会对德迈科财务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合资公司尚处于筹备阶段，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德迈科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可能存在的风险

尽管德迈科前期就投资该项目的前景进行了调研， 但在未来实际运行过程中仍不能完全排除来自技

术更新、行业竞争、产业政策、市场开拓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公司及德迈科将充

分关注市场、行业变化，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合资公司经营管理，积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促使该合资

公司稳定、健康发展。

六、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16-085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使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委托理财的总金额不超过5亿元，期限为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详细内容请见2016年4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文登

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购买了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2016年8月24日，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协议，公司出资8,8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该行两

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理财产品名称：共赢保本步步高升B款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4,400.00万元。

产品期限：本理财产品无名义存续期限（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产品成立日：2016年8月25日。

产品到期日：以赎回日期为准。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2）理财产品名称：共赢稳健步步高升B款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4,400.00万元。

产品期限：本理财产品无名义存续期限（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产品成立日：2016年8月25日。

产品到期日：以赎回日期为准。

理财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年化收益率：浮动收益

3、收益计算方法：

每份理财产品每日应得收益=该份理财份额赎回时实际存续天数所对应的该日实际年化收益率×1/365

每份理财产品赎回时应得收益=∑该份额存续期间每日应得收益。

4、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

（1）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产；

（2）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基金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

（3）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其他类

理财产品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为货币市场类和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30-100%，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

其他类资产占比0-70%。

5、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6、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7、理财产品主要风险提示

（1）信用风险：本产品收益来源于产品项下投资工具的回报。如果投资资产中的投资工具发生违约事

件，使得产品到期时所投资工具的出售收入或投资收入等可能不足以支付投资者收益，投资者收益可能受

到损失；在此情况下，投资者收益将根据基于其偿还比率测算出的投资资产价格予以确定，同时，产品将保

留向发生违约事件的发行主体或借款主体的追索权利，若这些权利在未来得以实现，在扣除相关费用后，

将继续向投资者进行清偿。

（2）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存在波动性，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将承担一定投资资产市值下跌的市场风

险。 如果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将承担该产品资产配置

的机会成本。

（3）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如出现本产品说明中所约定的巨额赎回情况，有可能导致投资者需要资

金而不能及时赎回。

（4）提前终止风险：如发生提前终止条款约定情形，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5）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发生变

化，可能影响本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产品造成重大影响。

（6）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中信银行按照

本产品说明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理财产品的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及时

与客户经理联系，或到中信银行网站、营业网点查询，以获知有关本理财产品相关信息。

（7）延期清算风险：若在产品到期或赎回时，债券发行人或融资主体延期付款或其他原因导致货币资

金余额不足支付本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则产品存在延期清算的风险。

（8）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从而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理财产

品的资金安全。

（9）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共赢保本步步高升B款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共赢稳健步步高升

B款理财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 由于市场波动导致投资工具贬值或者投资品发生信用风险导致

相应损失，则有可能造成本产品收益部分或全部损失。

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财务部具

体操作。 公司财务部会同审计部的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核实。

3、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

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4、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以及相应

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低

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资金管理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

金额

产品

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

）

成立日 到期日

投资

期限

投资收益

2016-07-06 2016-06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

文登支行

1,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

2016

年

7

月

6

日

2016

年

9

月

29

日

85

天 未到期

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在董事会的审核权限额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

到期的总金额共计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61%。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

金额

产品

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

成立日 到期日

投资

期限

投资收

益

2015-10-15 2015-069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文登

支行

10,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70

2015

年

10

月

14

日

2015

年

12

月

29

日

76

天

77.04

2016-01-06 2016-00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文登

支行

10,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10

2016

年

1

月

6

日

2016

年

4

月

6

日

91

天

102.22

2016-01-07 2016-006

威海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50

2016

年

1

月

6

日

2016

年

4

月

6

日

91

天

69.81

2016-04-08 2016-022

威海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20

2016

年

4

月

7

日

2016

年

4

月

29

日

22

天

19.29

2016-05-07 2016-040

威海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10

2016

年

5

月

6

日

2016

年

6

月

8

日

33

天

22.42

2016-05-07 2016-04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文登

支行

10,8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20

2016

年

5

月

9

日

2016

年

6

月

12

日

34

天

32.19

2016-05-10 2016-041

威海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10

2016

年

5

月

6

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

24

天

20.38

2016-06-02 2016-048

威海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章丘支行

9,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

2016

年

6

月

2

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

27

天

19.97

2016-07-21 2016-072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文登

支行

6,2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浮动收益

2016

年

7

月

20

日

以赎回日

为准

以赎回

日为准

未赎回

合 计 ——— ——— ——— ——— ——— ——— ———

363.32

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在董事会的审核权限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

到期的总金额共计6,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9%。

五、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书及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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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润资源 股票代码

0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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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明 贺明

电话

0531-81665777 0531-81665777

传真

0531-81665888 0531-81665888

电子信箱

zhongruntouzi@126.com zhongruntouzi@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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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032,123.63 292,817,066.03 2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93,344.47 5,133,259.98 -2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33,970.01 4,863,041.01 -1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506,214.72 -58,048,343.58 -14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43 0.0055 -2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43 0.0055 -2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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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4,564,570.13 3,240,346,396.95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2,991,858.82 1,435,241,532.86 5.4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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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午北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8% 233,000,000

质押

233,000,000

郑强 境内自然人

22.09% 205,221,434

质押

204,781,054

中铁宝盈资产

－

浦发银

行

－

中铁宝盈

－

宝鑫

77

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9% 11,068,213

黄锦祥 境内自然人

1.01% 9,346,78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保赢

1

号

其他

0.66% 6,138,939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

司

－

林超

其他

0.65% 6,000,000

卢粉 境内自然人

0.61% 5,700,040

路程寒 境内自然人

0.50% 4,600,000

中铁宝盈资管

－

浦发银

行

－

中铁宝盈

－

宝鑫

24

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8% 4,418,094

林书雄 境内自然人

0.41% 3,798,5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南午北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卢粉女士存在关联关

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法人股股东之间、其他法人股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

林超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

司

6,000,000

股；卢粉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

5,700,

040

股；路程寒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

4,600,000

股；

林书雄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

3,798,57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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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房地产环境分析

2016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发展表现平稳，房地产政策依然整体宽松，先后出台下调首次置业首付款比

例、调整购房税收政策、下调银行基准利率水平等支持政策。 在一二线热点城市的带动下，全国房地产市场

需求得到快速释放，推动整体市场高位运行、量价齐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额为4.7万亿元，同比增长6.1%；商品房销售面积为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9%；商品房销售额

4.87万亿元， 同比增长42.1%；房屋新开工面积7.7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4.9%；房屋竣工面积3.95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20.0%。

展望下半年，随着房地产调控继续分城施策、分类调控，市场量价增速将放缓。 由于房地产市场库存总

量大、结构失衡，去库存尤其是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仍是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主基调。

（二）矿业环境分析

2016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依旧崎岖难行。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增速低于预期，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下滑没有得到明显遏制，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仍在继续。 美元加息、英国脱欧、恐怖袭

击、难民潮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和金融市场动荡。

受经济放缓、结构转型、美元加息等因素影响，主要矿产品价格仍以低位震荡运行为主，但出现明显分

化。 黄金作为重要的避险品种，受英国脱欧、恐怖袭击、地缘冲突等风险因素影响，黄金价格在上半年出现

明显上行，阶段涨幅达到30%，一度逼近1400美元/盎司大关。

预计下半年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形势不会有根本改观；主要矿产品价格仍将以窄幅震荡运行为主。

（三）报告期内管理分析与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903.2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其中房地产收入19,708.94万元，矿

业收入18,194.27万元；本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99.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减少22.21%。

2016年上半年，斐济瓦图科拉金矿共完成井下掘进进尺6824米，井下采掘矿石量14.9万吨，选厂处理矿

石及高品位尾矿31.9万吨，生产黄金22388盎司，实现营业收入18,194.27万元人民币。

在加强生产管理的同时，着眼于扩大产能、降本增效，矿山积极推进基建、技术改造工作。 解决矿山重

油发电，是有效降低矿山生产成本的重要手段，公司经过较长时间的项目考察及系统论证，重油发电电厂

建设已进入实施阶段。 井下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选厂技术改造、尾矿库扩容、高品位尾矿堆浸等项目也在

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四川平武金矿仍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探矿挖潜上，共完成坑道225.7米、坑内钻探机窝6个，钻

探有效进尺9347.79米。初步估算Ⅰ号、Ⅵ号金矿体保有（333）以上资源储量矿石量660万吨、金金属量33.56

吨、平均品位5.20克/吨；预测资源量（334）矿石量368.7万吨、金金属量18.69吨、平均品位5.09克/吨。

公司房地产项目为淄博中润华侨城。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土地面积；项目施工面积11682.77平方米；

房产销售以住宅销售为主，销售面积13909.05平方米。 2016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整体呈上升态势，市场成

交量价回升，公司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促进销售，实现房地产收入19708.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目标为导向，通过实施矿山采矿计件承包制度，深化绩效考核，进一步提升全员

劳动生产率。

2015年5月31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808,158,775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8,368,136,773.80元人民币，

将全部用于收购铁矿国际（蒙古）有限公司、明生有限公司、蒙古新拉勒高特铁矿有限公司各100%股权，偿

还标的公司贷款，扩建采选矿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2015年12月31日证监会下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302号），本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逐条核查和说明，同时对

申报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及补充。 2016年3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反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上报证监会审核，尚未获批。

2016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全方位推进精细管理，提高生产效益，增强成本竞争力；积极挖潜增效，优

化资源调配；改善井下作业条件，深入推行井下计件承包制度，扎实推进技改项目，强化生产管理和成本控

制，努力提高黄金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矿山经济效益。

房地产项目依然围绕安全施工、促进销售开展工作，抓好项目质量、安全与进度管理，保质保量完成年

度任务；加大营销创新和考核力度，激发营销活力，加快资金回笼。

积极探寻新的融资模式，充分利用行业基金、信托投资等多种方式，寻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公

司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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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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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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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锅

B5

股票代码

420063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武锅

B3

变更为武锅

B5

股票上市交易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幼兰 侯莉

电话 （

027

）

81993700

（

027

）

81994270

传真 （

027

）

81993701

（

027

）

81993701

电子信箱

youlan.xu@ge.com li.hou@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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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555,559.06 553,684,354.35 3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49,692.12 15,693,724.97 -15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943,648.02 14,753,138.30 -16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965,642.04 -22,269,868.81 -66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5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5 -1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0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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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115,231.26 1,682,342,286.89 -1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4,442,165.52 -1,415,692,473.40 -0.6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

5%

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有的普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00% 151,470,000 151,470,000

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1% 20,530,000 20,530,000

王晓 境内自然人

0.90% 2,672,800 2,672,800

谌鹏 境内自然人

0.79% 2,331,545 2,331,545

胡志宏 境内自然人

0.47% 1,390,397 1,390,397

陈楚云 境内自然人

0.46% 1,367,450 1,367,450

黎志坚 境内自然人

0.43% 1,286,281 1,286,281

HSBC BROKING

SECURITIES (ASIA)

LIMITED-CLIENTS A/C

境外法人

0.40% 1,185,114 1,185,114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1,176,836 1,176,836

庄畅雄 境内自然人

0.35% 1,045,000 1,045,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

为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的情况（如有）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股份为非流通股。 第一大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

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

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晓

2,672,8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672,800

谌鹏

2,331,5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31,545

胡志宏

1,390,39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90,397

陈楚云

1,367,4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67,450

黎志坚

1,286,28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86,281

HSBC BROKING SECURITIES (ASIA)

LIMITED-CLIENTS A/C

1,185,11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85,114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176,8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76,836

庄畅雄

1,045,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45,000

高凌云

1,0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00,000

孙蔚蔚

966,567

境内上市外资股

966,56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股份为流通股。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

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

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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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2日，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宣布完成对于阿尔斯通电力与电网业务的

收购。 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控制人已变更为GE� Albany� Global� Holdings� B.V.� (�

通用电气奥尔巴尼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 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的整合进一步增强了通用电气的技术能力和

竞争优势，并将为能源产业带来高达50亿美元的营收潜力。 本公司借助通用电气这一平台，努力提升公司的

未来发展，积极适应国内外电力市场发展的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做好2016年年初制定的三项工作，即：

1、发挥技术、品牌和制造能力在全球同行业中的优势，继续提供满足全球市场需求的高性能电站锅炉

产品。

2、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国内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

3、继续不断地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强化在岗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加强各类成本控制，确保优质按期完成

订单并增强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555.5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27%；营业利润-575.26万元，比去

年同期减少130.1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4.97万元，比去年减少1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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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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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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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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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420063� � � �证券简称：武锅B5� � � �公告编号：2016－02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8月16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6年8月26日

下午2:30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全

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Stuart� Adam� Connor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请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二、会议以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本议案的标的额已达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所列

的有关标准,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公司关联董事 Stuart� Adam� Connor先生 、Sébastien� Thierry� Rouge先生 、Pascal�

Alexander� Radue先生、沈波先生、Astra� Ying� Chui� Lam（林映翠）女士均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告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

号：2016－031）。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情况，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认为公司此次新增的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

司此次新增的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

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行为透明，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公司新增2016年日

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维持往年的规定，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告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16－032）。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420063� � � �证券简称：武锅B5� � � �公告编号:2016-030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6年8月16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6年8月26日

下午2:30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Thomas� Joseph� Barker先生主持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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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420063� � � �证券简称：武锅B5� � � �公告编号：2016－032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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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1号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6、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16年9月13日下午收市时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新增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时间：2016年9月14、19、20、21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8:30～下午16:30

5、登记地点：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6、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会

7、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8、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1号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7-81993700、81994270

传 真：027-81993701� �邮政编码：430205

联 系 人：侯 莉

四、备查文件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表决指示如下：

序 号 议 案

表决指示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议案

1

关于新增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章）： 受委托人： 日 期：

委托身份证明：

委托人信息

姓名：

电话：

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受托人身份证明：

受托人信息

姓名：

电话：

受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证券代码：420063� � � �证券简称：武锅B5� � � �公告编号：2016－031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

● 因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已达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

息披露暂行办法》之相关规定，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新增2016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6年4月25日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随后在2016年6月15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上也获得审议通过。 公司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人民币707,200.74万元。 现新增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1、原预计向Alstom� Power� Systems（阿尔斯通电力系统公司（法国））销售锅炉产品15亿元。因原计划从

公司采购Hassyan项目锅炉产品的Alstom� Power� Systems（阿尔斯通电力系统公司（法国））系通用电气核电

业务法国分支机构，且该法人实体系一家通用电气（原阿尔斯通）的合资企业，目前正处于业务整合阶段，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需将原采购方Alstom� Power� Systems（阿尔斯通电力系统公司（法国））变更为

通用电气的全资子公司General� Electric� (Switzerland)� GmbH（通用电气（瑞士）有限公司），预计销售锅炉

产品18.5亿元。

2、公司拟与General� Electric� Technology� GmbH（通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瑞士））签订技术许可协议，

由其向公司提供其部分磨煤机产品（包括风扇磨和HP碗式磨）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信息，以供公司用于合

同项目的履行。磨煤机业务是通用电气锅炉产品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领先的磨煤机设备提供商，通

用电气的磨煤机拥有优越的产品性能和可靠性，其产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地使用。 公司希望通过

引进先进的磨煤机技术，借用通用电气的品牌优势，利用公司的客户以及供应链资源，在国内市场上积极开

拓磨煤机这个新增业务。 同时在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动下，大量的中国总承包商在海外积极开

拓火电业务，这也给公司的磨煤机在海外业务的开发上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契机。 公司将通过引进磨煤机技

术，努力降低产品成本，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力争把磨煤机产品线发展成为公司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 该

项技术许可协议预计金额280万元。

3、为进一步拓展业务，公司拟加大在锅炉改造市场的投标力度。 若公司中标锅炉改造项目，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将从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采购部分服务和产品，预计金额7000万元。

4、因前期项目合同执行的需要，公司需从Alstom� Power� Inc.（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采购一批锅

炉产品，预计金额900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新增预计金额（元）

年初预计的金额

（元）

向关联人销售 产

品、服务

锅炉产品

General Electric (Switzerland) GmbH

通用电气（瑞士）有限公司

1,850,000,000 0

技术许可 技术许可

General Electric Technology GmbH

通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瑞士）

2,800,000 0

向关联人采购 产

品、服务

产品、服务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70,000,000 10,000

产品

Alstom Power Inc.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

9,000,000 0

总 计

1,931,800,000 10,000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General� Electric� (Switzerland)� GmbH（通用电气（瑞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Andreas� LUSCH

成立日期：1990年1月10日

注册资本：10,100万瑞士法郎

经营范围：提供电力生产领域的产品服务

地 址：Brown� Boveri� Strasse� 7,� 5400� Baden,� Switzerland

（2）General� Electric� Technology� GmbH（通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瑞士））

法定代表人：Deryk� Hesford

成立日期：2003年6月27日

注册资本：10万瑞士法郎

经营范围：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收购、交易和服务，包括专利、商标、版权等的管理、许可和技术转让的管

理，以及相关的咨询服务

地 址：Brown� Boveri� Strasse� 7,� 5400� Baden,� Switzerland

（3）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凤鸣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12日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用于电厂项目、输配电项目、机电项目、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设备和服务；国际贸易、

保税区贸易和区内贸易代理等

地 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2001号第一层3-1，2部位

（4）Alstom� Power� Inc.（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

法定代表人：Richard� AUSTIN

成立日期：1999年6月8日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在相关法律允许范围内，公司可从事的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活动

地 址：200� Great� Pond� Drive,� 06095� Windsor,� Connecticu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General� Electric� (Switzerland)� GmbH（通用电气（瑞士）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

暂行办法》54条第二项之规定。

（2）General� Electric� Technology� GmbH（通用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瑞士））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

露暂行办法》54条第二项之规定。

（3）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54条第二项之规

定。

（4）Alstom� Power� Inc.（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属于同一最终控制人。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54条第

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认为：这些公司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形成坏帐的可能性极小。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交易。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与关联方签订协议，并将按协议的规定进行结算。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等，这些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且将与各关联

方维持业务往来。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锅炉的生产与销售，其商品购销本着公平竞争、合理论价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

的购销方进行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

3、说明交易是否公允、有无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

4、说明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六、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将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 关联董事Stuart� Adam� Connor先生、

Sébastien� Thierry� Rouge先生、Pascal� Alexander� Radue先生、沈波先生、Astra� Ying� Chui� Lam（林映翠）女

士回避表决。

公司此次新增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已达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

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之相关规定，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情况，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此次新增的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发表的独立意见：根据《关于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

认为公司此次新增的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

确因公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行为透明，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公司新增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维持往年的规定， 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

益。

八、备查文件

（1）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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