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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7-030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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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修改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A、现场会议日期和时间：2017年2月23日下午 14:30

B、网络投票时间： 2017年2月22日15:00-2017年2月23日15:00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7年2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7年2月22日下午15:00至2017年2月23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学林街1号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钱志明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

人）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4,062,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169％，其中：参

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 代表股份数为273,919,2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59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43,1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其中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43,3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7年至2019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274,062,323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参

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3,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274,062,323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参

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3,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274,062,323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占参

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3,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2017-011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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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11月21日，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以及募投项目

实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董事会同意授

权公司总裁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办理相关事项，每次投资金额不超过50,000万元，合计在授

权时间内投资金额不超过140,000万元，以上资金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6年11月2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6），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6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日， 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延安三路支行的保本理财型产品合计15,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认购产品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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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1.7%-2.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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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2017.02.22

起息

本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国债、金融

债、央行票据、企业短期融资券、超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

司债、私募债、债券逆回购、资金拆

借、存放同业等债券和货币市场工

具类资产，债权类资产，以及其他符

合监管要求的资产。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延安三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或子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并及

时分析和跟踪，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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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

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及正常经营所需

流动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各募投项目及正常业务的开展，并且可以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五、公司累计委托理财及结构性存款情况

截至本公告作出之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以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金额为57,000万

元，其中52,000万元资金本金及收益已收回；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为215,

000万元，其中131,000万元资金本金及收益已收回。公司上述现金管理事项均在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批额度内。具体情况如下：

类型 签订单位 起息日 到期日 天数 资金来源 金额

(

万元

)

情况

结构性存款 联动商务

2016.10.20 2016.11.24 35

自有资金

10,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6.12.19 2017.03.15 86

募集资金

20,000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6.12.16 2017.01.16 31

募集资金

20,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6.12.16 2017.01.16 31

募集资金

43,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6.12.20 2017.2.20 62

募集资金

16,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6.12.20 2017.2.6 48

募集资金

7,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联动商务

2016.12.22 2016.12.29 7

募集资金

10,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联动商务

2017.01.06 2017.01.19

滚动 募集资金

10,000

已收回

结构性存款 联动商务

2017.01.06 2017.02.15 40

自有资金

19,000

已收回

结构性存款 联动优势

2017.01.06 2017.02.15 40

自有资金

5,000

已收回

结构性存款 联动优势

2017.01.10 2017.03.13 31

自有资金

5,000

滚动

结构性存款 联动商务

2017.01.09 2017.02.20 42

自有资金

10,000

已收回

结构性存款 联动优势

2017.01.16 2017.02.19 35

自有资金

8,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7.01.19 2017.02.20 32

募集资金

15,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7.01.19 2017.03.31 70

募集资金

49,000

银行理财 联动商务

2017.01.23 2017.02.20 28

募集资金

10,000

已收回

银行理财 海立美达

2017.02.22 7

天滚动 募集资金

15,000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71� � �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2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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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1月4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2月19日、2017年1月5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具

体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6377528Y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

5、法定代表人：张劲松

6、注册资本：45800.4372�万元

7、成立日期：2001-09-28

8、营业期限：2001-09-28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组装生产集成电路设备、光伏设备、TFT设备、真空设备、锂离子电池设备、

流量计、电子元器件；销售集成电路设备、光伏设备、TFT设备、真空设备、锂离子电池设备、流

量计、电子元器件；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71� � �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3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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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中文名称变更为：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NAURA� Technology� Group� Co.，Ltd.

3、公司英文简称变更为：NAURA

4、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北方华创

5、公司证券简称变更时间：2017年2月24日

6、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371"

一、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1月4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公司中文名称由"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Beijing� Sevenstar� Electronics� Co.,� Ltd."变

更为"NAURA� Technology� Group� Co.，Ltd."， 证券简称由"七星电子"变更为"北方华创"。近

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

详见2016年12月19日、2017年1月5日、2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提升公司品牌价值，促进业务发展，体现公司的规模、品牌等优

势，公司决定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17年2月24日起，公司证券简称由"七星电子

"变更为"北方华创"。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371"。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12� � �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6-004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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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798,466,937.53 781,127,866.04 2.22%

营业利润

99,812,431.45 112,526,577.52 -11.30%

利润总额

104,071,975.00 117,365,113.80 -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343,150.60 98,077,411.91 -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85 0.3313 -9.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0% 8.39% -1.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679,406,948.66 1,380,316,387.33 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61,828,547.01 1,217,607,952.43 3.63%

股 本

296,000,000.00 29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26 4.11 3.65%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9,846.69万元，同比增长2.22%；实现营业利润 9,981.24万

元，同比下降 11.30%；实现利润总额 10,407.2万元，同比下降 1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834.32万元，同比下降9.93%。

2016�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1）报告期

内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增加；（2）报告期银行存款减少，利息收入相应减少；（3）报告期向

银行借款，银行利息支出增加；（4）报告期内国家实施医保控费政策，公司对医院渠道和连锁

药店渠道的营销费用开支上升， 公司对旗下子公司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各品种加大市场

推广力度，相关营销费用有所上升；（5）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的前期投入增加，包括对全资子

公司湖南汉森医药研究有限公司增资，收购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20%股权，汉森健康产业

（湖南）有限公司建设力度加大，投资合伙成立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6）报告期内，

公司部分品种因招标政策变化导致价格有一定下降、销售放缓。

（二）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167,940.69� 万元，同比增长21.6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6,182.85�万元，同比增长 3.63%。

以上因素综合影响本报告期内各关键业绩指标变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0%，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8,077,411.91元，即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8,461,929.528元至107,885,153.101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业绩与前期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67� � �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3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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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22日-2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23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15：00至2017年2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27号A座写字楼2楼3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怀保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32�名，代表股份24,994,1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为22.8692%。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0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2名，代表

股份24,994,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2.8692�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拟在未来12个月内再次向永泰控股申请借款及2016年度就设立海

徳资管向永泰控股申请财务资助情况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同意24,956,3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99.8488� %；反对37,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的0.1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的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956,334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

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8%;反对37,8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未来12个月内向永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同意24,956,3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99.8488� %；反对37,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的0.1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的0�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956,334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

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8%;反对37,8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由于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海南

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股东大会审议以下第一项、第二项议案，关联股东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弓建峰、牛惠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7-035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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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3,361,971,619.01 16,470,554,797.48 41.84

营业利润

1,922,579,107.44 -137,522.71 ---

利润总额

2,258,484,762.63 302,685,314.34 64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6,735,025.82 30,424,702.62 5,969.85

基本每股收益

1.0139 0.0211 4,70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41% 0.349% 12.6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6,697,209,935.00 37,572,434,439.64 2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285,786,058.62 10,223,001,172.60 59.31

股本

2,146,449,598.00 1,390,239,078.00 5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89 6.28 9.71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

3、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发行第一期15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永续债），在财务报表

中列示于“其他权益工具” 项下。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包含中期票据的本

金，在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时均不包含该中

期票据的本金。

4、2016年4月22日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工商变更工作，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内，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201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由7,676,382.30元调整为30,424,702.62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6年，公司生产装置平稳运行，公司主营产品PVC、烧碱、粘胶纤维价格逆势反弹，生产

经营情况良好。2016年公司累计生产聚氯乙烯树脂170.05万吨，生产烧碱（含自用量）119.64万

吨，电石212.54万吨，发电113.05亿度，粘胶纤维36.9万吨，纱线17.66万吨。

项目建设方面，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200万吨电石一期60万吨/年项目配套

的二号30万千瓦发电机组于2017年2月16日成功并网发电运行；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信息化平台项目、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富丽达” ） 9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新疆富丽达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丽震纶” ）2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120万锭纺纱项目及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富纱业” ）130万锭纺纱项目二期65万锭项目、 三期20万锭纺纱项目按计划稳步推

进，其中：目前金富纱业累计具备120万锭纺纱产能；目前富丽震纶具备66.5万锭纺纱产能。

并购重组方面，2016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新疆富丽达54%股权、 金富纱业

49%股权、蓝天物流100%股权，加快公司纺织板块的产业整合，充分发挥氯碱—粘胶纤维—纺

纱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的协同效应，构建公司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优化了产业结构，大大增强了

企业综合实力。同时本次配套募集资金27.6亿元于2016年7月26日到账，为下属公司募投项目建

设提供了有利保障。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分析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1.84%， 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4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969.85%，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

705.21%，主要原因是：主要是本期主营产品PVC、粘胶纤维、纱线价格及销量同比上升，同时产

业链完善，成本下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

露了2016年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000万元–190,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673.50万元与前次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628� � �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5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3月8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628

清源股份

2017/3/3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7-014）。因工作人员的疏忽，上述公告中“二、会议审议事项 2.特

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的表述有误，应该为“2.特别决议议案：

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现更正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增加注册资本暨修改

<

公司章

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皮山县清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2017年2月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后续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17年2月2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7年3月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楼墨尔本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3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增加注册资本暨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皮山县清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17-009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及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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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金设立情况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雪莱特” ）于2016

年5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深圳前海大宇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深圳前海大宇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拟发起设立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2）。

2016年7月14日，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成立，正式名称为“广东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并取得了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

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发起设立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66)。

二、基金本次进展及对外投资概况

近日，公司接到广东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雪莱特

大宇基金” ）的通知，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取得了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与自然人杨宁签署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雪莱特大宇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基

金编码：SM6269。

雪莱特大宇基金以自有资金900.00万元受让杨宁持有的珠海横琴堃铭创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堃铭” ）32.1429%的有限合伙份额。截至目前，雪莱特大宇基金已支

付了全部转让价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雪莱特大宇基金对

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雪莱特大宇基金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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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杨宁，身份证号码：440301198707******，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南路***。

杨宁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

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横琴堃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380358685

3、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北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344

5、合伙期限：2015年04月15日至2021年04月15日

6、经营范围：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企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

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其他创业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7、合伙人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合伙份额（万元） 比例（

%

）

1

深圳北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6 0.77

2

杨宁

860.00 99.23

合计

866.66 100.00

五、协议主要内容

1、份额转让

经协商，杨宁同意将其持有的占横琴堃铭总认缴出资额（866.66万元人民币）32.1429%的

有限合伙份额及其依该合伙份额享有的相应权益一并转让给雪莱特大宇基金。

2、价款支付方式

经双方协商一致， 雪莱特大宇基金受让杨宁持有的横琴堃铭32.1429%有限合伙份额的价

款为人民币900.00万元整。

协议书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雪莱特大宇基金向杨宁一次性支付上述款项。

3、合同的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基金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雪莱特大宇基金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基金设立的目的，上述事项属于其正常投资经营行

为。雪莱特大宇基金产生的投资收益可能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基金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雪莱特大宇基金本次对外投资受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一

定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及合同履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2、《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