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3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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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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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50,001.29 609,587.72 23.03%

营业利润

31,176.25 34,255.39 -8.99%

利润总额

43,841.31 40,077.40 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88.41 34,565.11 1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69 0.2161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7.43% 0.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266,471.63 945,591.28 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6,306.80 482,742.84 60.81%

股本（万股）

181,077.62 160,152.38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29 3.01 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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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50,001.29� 万元， 同比增长

23.03%；实现营业利润 31,176.25�万元，同比下降 8.99%；实现利润总

额 43,841.31�万元，同比增长9.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088.41�万元，同比增长 18.87%。

主要原因：（1）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优质客户的开拓力度，提高资

源配置， 使产品结构及客户结构得到优化， 液晶电视、 数字机顶盒、

LED产品及配件等传统业务保持了稳定增长；（2）公司快速推进互联

网电视转型战略，营销渠道布局成果显著；（3）降本增效，通过人员优

化调整、加强成本控制等，使得企业运营成本及费用有所降低。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266,471.63� 万元，同比增长 33.9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776,306.80� 万元， 同比增长

60.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42.52%，主要是

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水平稳步提高以及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

宜。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7�年 1�月 23�日披露的 《 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 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565.11�

万元至 41,478.13�万元，与上年同期增长 0%�至 2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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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10� � �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17-001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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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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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182,086.35 495,657,675.84 15.04

营业利润

54,308,820.43 48,841,265.92 11.19

利润总额

55,998,763.56 58,289,619.14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87,033.43 49,285,192.00 -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 0.69 -1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0% 13.31% -3.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07,130,772.15 788,870,365.37 1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1,349,743.80 389,674,363.56 62.02

股 本

95,560,000.00 71,580,000.00 3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61 5.44 21.51

注：上述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18.2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04%；实现营业利润5,430.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9%；实现利润

总额5,599.8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18.7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3%。本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营业

收入及营业利润均实现同期增长；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政府补助金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影响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说明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90,713.08万元，较上年

末增长14.99%，主要是本期收到首发募集资金所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134.97�万元，较上年末增长62.02%，主要是本

期首发新增股本 2,398.00�万元、 新增资本公积 18,384.23�万元以及本

期实现净利润所致；公司股本9,556万股，较上年末增长33.50%，主要是

报告期公司上市，发行新股2,398万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6年10月26日 《公司2016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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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7-006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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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

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4年

并购祥云飞龙事项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立案调查，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

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沪证专调查字2016051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2014年并购祥云飞龙事项

立案调查。公司已于2016年1月30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

2016-010）。公司于2016年2月27日、3月26日、4月27日、5月27日、7月27

日、8月27日、9月27日、10月27日、11月26日、12月27日、2017年1月26日

披露了《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

2016-030、2016-034、2016-041、2016-044、2016-050、2016-051、

2016-063、2016-077、2016-081、2017-003），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 证监会拟对公司及原

第二届董事杨宁恩、沈明亮、倪力、杨青、林钒、阮工秋给予警告和罚款

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公司股票不会因《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中的拟处罚决定而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

证规则》的规定，公司及上述人员已分别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会的要求。

证监会已于2016年7月20日就该案召开了听证会。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尚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

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

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

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

风险性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以及公

司股票因此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30� � �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7-009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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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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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609,232,453.25 1,474,339,102.16 9.15%

营业利润

106,359,191.52 87,034,560.24 22.20%

利润总额

156,022,453.87 136,624,276.48 1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424,246.47 101,237,343.11 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1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4% 10.09%

减少

2.3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203,079,623.59 3,041,736,226.40 3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09,669,962.55 1,327,086,473.24 21.29%

股本

724,920,472.00 659,018,611.00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22 2.01 10.45%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13,489.34万元，

增长比例为9.15%，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及高新达安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快速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1,932.46万元，增加

比例为22.20%； 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939.82万元， 增加比例为

14.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518.69万元，增

加比例为5.12%。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经营收益的增加及控股子公司广

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其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收益增加。

3、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0.01元，增加比例为

7.14%。 主要原因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4、报告期内，公司的总资产较去年同期增加116,134.34万元,增长

比例为38.18%。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导致应收

账款等流动资产增加；二是公司加快产业布局，投资项目增加，导致长

期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三是控股子公司高新达安健康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因优化公司治理，以满足未来经营业务和发展规划的需

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导致资产增加。

5、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28,258.35万元,增长比例为21.29%。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高新达安健

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因优化公司治理，以满足未来经营业务和发展规

划的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导致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中预计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幅度为-10%～2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

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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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300540� � � �证券简称：深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5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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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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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72,671.22 454,298,914.08 -32.19%

营业利润

47,290,816.99 72,441,892.92 -34.72%

利润总额

48,612,332.51 75,750,462.56 -3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80,880.27 60,729,821.66 -3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1.01 -4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4% 22.47% -13.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907,520,055.14 732,767,485.78 2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4,239,899.43 295,343,357.14 114.75%

股本

8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93 4.92 61.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807.2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32.19%；实现营业利润4729.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4.72%；实现利润

总额4861.2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5.83%；实现净利润3778.09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37.79%。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不景气以及

由于石油价格低迷导致天然气与石油价格比较优势降低等因素的影

响，市场对天然气液化装置的需求出现萎缩，天然气液化装置投资增速

放缓，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减少。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0752万元，较期初增长了23.8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3423.99万元，较期初增长了114.75%；公司股

本8000万股，较期初增长了33.33%。 上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报告期内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2000万股，共计募集资金总额29730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1月20日披露的

2017-003号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预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本公司2016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法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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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64� � �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7-00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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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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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226,459.01 2,547,361,902.85 11.65%

营业利润

-278,941,590.30 307,628,819.99 -190.67%

利润总额

-266,424,035.89 316,267,857.58 -18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498,755.97 254,126,518.04 -217.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15 -2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5% 7.82% -17.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273,334,144.63 5,385,016,925.76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20,894,409.97 3,354,026,376.36 -9.93%

股本

1,676,800,000.00 1,676,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80 2.00 -10.00%

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氨纶产品

销售价格下降。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

主要原因。

项目

同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190.67%

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氨纶产品

销售价格下降

利润总额

-184.24%

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氨纶产品

销售价格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46%

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氨纶产品

销售价格下降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0.00%

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氨纶产品

销售价格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未存在明显差异，公

司原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0万元至-30,

000万元（详见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6年10月22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本次业

绩快报净利润-29,849.88万元比原预计范围缩小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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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509� � �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17-009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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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3民初20号民事调解

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详细情况

见2012年11月6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2012-052号公告、2013年6月7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2013-034号公告、2014年2月21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2014-017号公告、2014年10月16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2014-065号公告、巨潮资讯

网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2015年1月9日

2015-001号、2015年2月14日2015-019号、2015年3月24日2015-030号、2015年12月

30日2015-109号公告。

2016年3月， 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司享有的15,778.15万元债

权中的部分债权分别转让给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杨利军、鲜果、张睿、陈

姝宇、冷奕和王艺衡等，详细情况见2016年4月29日、2016年5月18日、2016年6月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2016-022号、2016-033号、2016-047号公告。

三、进展情况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一）原告张睿与被告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被

告欠原告人民币2,681.77万元，并欠以本金2,350万元按月息2%计算从2016年2月1

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的利息611万元， 被告共欠原告本息合计人民币3,292.77

万元，被告自愿于2017年5月31日前向原告付清欠款3,292.77万元；

（二）如被告未按上述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时间付清欠款，从2017年6月1日起

以欠款本金2,3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向原告计付利息至欠款本息付清为止；

（三）本案案件受理费187,638元减半收取93,819元，保全费5,000元（该费用

已由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收取），由原告负担；

（四）本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已经当事人签字后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予以确

认。

根据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上述调解协议中2%的利率是原告张睿

与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约定，本公司代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该部

分利息从本公司所欠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债务中扣除。

公司享有对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的土地补偿借款4,688万元的到期债权，

如本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付清欠款，原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人民法院

可直接对前述4,688万元的到期债权进行强制执行。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该案件对公司2016年的利润无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3民初20号民事调解书；

2、公司与张睿的调解协议。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22� � �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7-005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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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2月17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2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人数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

详请参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

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

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22� � �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17-006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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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利用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在保证流动

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2017年2月28日至

2018年2月27日期间，使用不超过3亿元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进行短期理财（在此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短期理财概述

1、短期理财目的：充分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

2、短期理财金额：不超过3亿元。

3、短期理财方式：购买中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4、短期理财期限：单一银行理财产品最长期限不超过一年。

2017年2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统筹购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属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风险控制措施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制定了《短期理财内控制度》，对于短期理财管理组织机构、

短期理财的审批权限及程序、短期理财的监控和管理、短期理财的信

息披露及档案管理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 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

保资金安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短期理财

内控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 资金财

务部负责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的管理。 公司将把风险防范放

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进行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密切跟踪理财资金

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理财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风险较小，有利于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且不会影响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新的投资项目，

将及时收回，不会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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