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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63,214,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6.1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铃汽车，江铃B 股票代码 000550，2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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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虹 全实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509号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509号

传真 86-791-85232839 86-791-85232839

电话 86-791-85266178 86-791-85266178

电子信箱 relations@jmc.com.cn relations@jm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商用车、SUV以及相关的零部件。 主要产品包括JMC系列轻型

卡车、重型卡车、皮卡、驭胜品牌SUV、福特品牌SUV，福特品牌商用车。 本公司亦生产发动机、铸件和其他零

部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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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6,633,948,551.00 24,527,892,839.00 8.59% 25,537,289,6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8,016,125.00 2,222,061,095.00 -40.68% 2,107,852,07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7,270,667.00 1,588,133,439.00 -45.39% 1,556,376,46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3,392,536.00 1,924,813,602.00 138.64% 4,190,066,41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3 2.57 -40.68% 2.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3 2.57 -40.68% 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4% 19.56% -8.82% 21.20%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年末

总资产 24,493,788,810.00 21,050,725,683.00 16.36% 19,496,527,70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09,236,276.00 11,981,142,071.00 3.57% 10,598,428,806.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41,489,672.00 5,469,245,897.00 6,418,622,453.00 9,404,590,52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564,144.00 290,952,533.00 389,036,706.00 224,462,7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9,892,276.00 250,945,321.00 366,063,318.00 10,369,75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473,687.00 1,130,348,471.00 1,086,183,402.00 2,519,334,350.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9,407

其中

A股：

14,409

B股：

4,99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535

其中

A股：15,445

B股：5,09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铃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1.03% 354,176,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福特汽车公司 境外法人 32.00% 276,228,39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64% 22,745,784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1% 13,019,610 0

质押 0

冻结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3% 7,186,6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投资管理

公司

境外法人 0.75% 6,438,041 0

质押 0

冻结 0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

TION�

TRUST

境外法人 0.73% 6,338,080 0

质押 0

冻结 0

JPMBLSA�RE�

FTIF�

TEMPLE-

TON�CHINA�

FUND�GTI�

5497

境外法人 0.68% 5,872,450 0

质押 0

冻结 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0.63% 5,439,086 0

质押 0

冻结 0

挪威中央银行 境外法人 0.59% 5,082,713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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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概述

2016年，得益于SUV市场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增长，全年汽车销售2,803万辆，同比

增长13.65%，其中商用车全年销售365万辆，同比增长5.80%。

报告期内，为应对加剧的竞争挑战、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以及成本上升，公司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推动

新产品研发、控制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推出一系列销售策略积极应对市场风险，全年实现整车销售

281,019辆，同比增长6.95%；实现收入266.34亿元，同比增长8.59%；实现净利润13.18亿元，同比下降40.68%，主

要是由于汽车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产品降价及当期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2016年公司销售了281,019辆整车， 包括102,379辆JMC系列卡车、60,892辆JMC系列皮卡、44,753辆SUV、

72,995辆福特全顺系列商用车，总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95%。

2016年公司总产量为281,463辆，其中JMC系列卡车101,651辆，JMC系列皮卡61,186辆，SUV� 46,590辆，全

顺商用车72,036辆，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20%。

2016年公司总销售收入为266.34亿元，同比增长8.59%。

2、收入与成本

（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26,633,948,551.00 100% 24,527,892,839.00 100% 8.59%

分行业

汽车 26,633,948,551.00 100.00% 24,527,892,839.00 100.00% 8.59%

分产品

整车 23,876,058,142.00 89.64% 22,115,996,697.00 90.17% 7.96%

配件 2,369,645,586.00 8.90% 2,176,421,920.00 8.87% 8.88%

销售材料及其他 388,244,823.00 1.46% 235,474,222.00 0.96% 64.88%

分地区

中国 26,633,948,551.00 100.00% 24,527,892,839.00 100.00% 8.59%

（2）营业成本构成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整车 销售额 18,626,319,979.00 90.36% 16,316,619,585.00 89.99% 14.16%

配件 销售额 1,718,540,492.00 8.34% 1,587,708,668.00 8.76% 8.24%

销售材料及其他 销售额 267,862,469.00 1.30% 226,806,699.00 1.25% 18.10%

3、费用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1,961,534,561.00 1,591,235,088.00 23.27%

管理费用 2,461,840,500.00 2,444,414,548.00 0.71%

财务费用 -194,928,633.00 -247,315,319.00 21.18%

4、研发投入

2016年公司致力于新产品研究开发工作，研发支出主要用于新产品项目开发及满足政策法规要求等工

作。 包括新车型、新增载重，新外形，动力提升、同时满足政府环保及安全法规要求。 这些提升竞争力的研发

支出将确保公司销量及获利的稳健成长。 2016年公司研发支出总额为19.37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5.61%，占

营业收入的7.27%。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16年 2015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2,225 2,110 5.45%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3.19% 13.44% -0.25%

研发投入金额（元） 1,937,312,797.00 1,830,992,839.00 5.8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7.27% 7.46% -0.19%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124,586,552.00 0.00 -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6.43% 0.00% 6.43%

5、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策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基础

设施建设及物流产业还将继续发展，我国商用车市场还有发展空间。同时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仍处于较低水

平,�汽车消费的刚性需求仍将存在。 尽管目前城市拥堵、环境污染、购置税税收优惠降低等问题对汽车产业

形成不利影响，但伴随经济的稳定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及购买力上升，国内汽车销量有望达到更高水平，

预计2017年全年销量继续小幅增长。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具有行业最佳顾客满意度的世界级产品为宗旨。未来将陆续推出新型轻卡、皮卡以及

轻客等产品以巩固在现有细分市场的份额，同时将继续加大力度拓展SUV市场，逐步发展重型汽车市场。

（三）经营计划

2017年公司力争实现销售整车36.5万辆，销售收入约352亿元，分别较2016年上涨30%、32%。 为增进营收

及获利能力，公司在2017年将致力于以下几方面：

（1）继续强化公司销售网络及行销方案以达成销量及市场份额目标,�着力推进三四五线城市渠道建

设；

（2）做好途睿欧自动挡、JMC自主品牌轻客、江铃重卡车型等新产品投产上市计划；

（3）持续改进产品质量及成本，提升制造及经营效率，以达成获利、降低成本目标；

（4）持续推进新的燃油经济性及排放适应项目,�满足国家法规对节能环保的进一步要求；

（5）加强与技术合作伙伴的合作，持续推动未来产品开发及研发能力提升；

（6）扩展整车出口及零部件外销业务。

（四）可能面对的风险及解决方案

2017年公司将继续面临竞争挑战、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成本上升压力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困难。

为保持稳健的成长，公司将持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优化江铃精益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水平；

（2）优化经销商网络及营销力度以提升现有产品和新产品市场份额；

（3）提升供应商能力和零部件质量，持续降低零部件采购成本；

（4）强化公司治理，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健全风险评估和控制机制；

（5）持续费用管理及控制，以优化业务结构；

（6）优化并执行公司发展战略，确保公司的可持续性增长。

公司将继续通过已建立的流程及工作小组，优化现有产品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同时着重

关注新产品设计开发，达成新产品的投产质量和成本目标。 在技术伙伴的支持下，公司持续推动新产品开发

及研发能力提升，这些举措能尽快地将有市场竞争力和获利能力的产品投入市场；公司将确保江铃重汽及时

生产优质的重型汽车；最后，公司将继续致力于经销商网络的强化，并持续拓展海外市场及零部件销售业务。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整车 23,876,058,142.00 5,249,738,163.00 21.99% 7.96% -9.48% -4.2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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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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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3月15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至3月23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1、批准向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提交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如下：

（1）、自可供分配利润中，按总股本及每股0.61元计提分红基金；

（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分红派息预案：

每10股派送6.1元（含税）现金股息，按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863,214,000计算，共计提分红基金526,560,

540元。

B股股息将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折为

港币派付。

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卢松、王琨、李显君一致同意本议案。

2、批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批准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请参见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内容。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批准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批准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卢松、王琨、李显君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批准公司《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批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邱天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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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至3月23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到5人。

三、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形式通过以下决议：

1、批准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批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并发表意见如下：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

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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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阅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发表意见如下：

①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对生产经营的各项

环节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②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及监

督充分有效。

③根据公司营运情况，我们认为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是合理的，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

是真实、准确的。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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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股份质押解除和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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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3月24日接到公司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 ）的通知，巨星集团将2016年4月14日质押给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

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03%）于2017年3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登记手续。 在解除质押的同时，巨星集团再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7,00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0.5503%）质押给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股份质押担保的期

限为两年。

上述股权质押手续已于2017年3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巨星集团持有本公司74,514,5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8574%；已累计质押71,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5811%。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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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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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和稀土”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盛和稀土在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贷款人民币贰亿元整提供担保，本次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除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68,972.00万元(含本次数),�占2016年未经审计的净资产51.28%，占按照经审计机构审阅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报表日为2016年8月31日）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6.50%，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向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贷

款，公司为其向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各具

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预计

担保额度的议案》。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上述担保金额加上之前已提供的担保金额未

超过经审议通过的2017年预计担保额度。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00733418113Y

法定代表人 曾明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万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经营范围

稀有稀土金属生产、销售、深加工及综合利用；稀有稀土金属生产及应用技术咨询服务；化

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2001年12月5日

盛和稀土2015年度及2016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5年（经审计） 2016年(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093,195,727.11 1,306,934,876.22

营业利润 71,523,566.33 -34,837,328.46

净利润 55,183,833.14 -11,745,573.58

项目 2015年（经审计） 2016年(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95,672,670.34 2,169,373,978.33

净资产 820,894,374.71 805,628,679.15

说明：盛和稀土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盛和稀土单体财务数据。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盛和稀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5,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5,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4,8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5,5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30,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四川润和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支行 2,0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672.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3,0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光大银行成都光华支行 3,000.00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盛和稀土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盛和稀土99.9999%的股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2、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为解决盛和稀土生产经营需要，及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有利于盛和稀土的发展。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融资额度不高于人

民币22亿元（含之前数），并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前述拟融资额度范围内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

加上之前已提供的担保金额未超过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预计担保额度，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盛和稀土、四川润和提供担保68,972.00万元（含本次数），贷款担保剩余额度151,

028.00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在本次预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3245万元。 逾期担保的情况说明如下：此笔担保

为本公司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逾期金额3245万元。 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已通过本公司

与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账户管理协议》就该担保事项做出了相关安排,�不会对

本公司股东的权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详见2015年度报告的相关说明）。 除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除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8,972.00万元（含本

次数），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2016年未经审计的净资

51.28%，占按照经审计机构审阅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报表日为2016年8月31日）归属于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16.5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03月25日

报备文件

（一）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盛和资源、盛和稀土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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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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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3月23日发出，于

2017年3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7名，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7

名。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傅利泉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为建立海外资本运作平台，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提升海外知名度和国际形象，深入推进

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同时提高和增强公司提供国内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

案》。

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或“本次发

行并上市” ）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均为普

通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2）发行时间。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完成本次发行并上市，具体发行时间由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状况和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进展情况决定。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方式为香港公开发行及国际配售。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的惯例和情况，国际配售可包括但

不限于：（1）依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144A规则于美国向合资格机构投资者进行的发售；（2）依据

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 S条例进行的美国境外发行。

（4）发行规模。在符合公司股票上市地最低发行比例等监管规定的前提下，结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本需求，

本次发行的H股股数不超过724,852,851股， 即不超过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20%（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 或不超过

833,580,779股（全额行使15%超额配售选择权）。 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获授权人士根据法律规

定、监管机构批准和市场情况确定。

（5）定价方式。本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按照国

际惯例，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档，根据发行时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可比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确定，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承销商协商后进行定价。

（6）发行对象。 本次H股发行拟在全球范围进行发售，发行的对象包括香港公众投资者、其他符合相关条件的境

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

（7）发售原则。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将根据接获认购者的有效申请数目决定配发给认购者的股份数目。 公开发售

部分的比例将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超额认购倍数设

定“回拨”机制。 国际配售部分占本次发行的比例将根据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比例（经回拨后）来决定。

（8）上市地点。 全部公开发行的H�股（以普通股形式）将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完成本次发行并上市，公司拟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根据H股招股说明书所载条款及条件，向包括香

港公众投资者、其他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发

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扩大运营规模、项目投资建设、收购兼并、扩展销

售渠道、研发支出、建造办公设施、偿还公司借款等债务、补充流动资金等。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向计划以H股招股

说明书的披露为准。 公司同意授权董事会依据上市申请审核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和实际需求，在适用法律及证

券监管规则规定及上述募集资金用途范围内，对使用募投资金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决议有效期为该等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

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工作的需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并上

市有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本次发行并上市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关的意见并结合市场环境对本次发行并上市方案进行修

改、完善并组织具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H股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包括币种、价格区间和最终定价）、发

行时间、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比例、超额配售事宜、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其他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方案实施有关

的事项；

（2）必要且适当地修改、签署、递交及刊发招股说明书；批准盈利及现金流预测事宜；起草、修改、签署、执行、中

止、终止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承销协议、关联/连交易协议、顾问协议、投资协议、股份

过户协议）、合同、招股文件或其他文件；聘请保荐人、承销团成员（包括全球协调人、簿记管理人、牵头经办人等）、

财务顾问、合规顾问、境内外律师和审计师、印刷商、公司秘书、公关公司、收款银行及其他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

中介机构；代表公司与境内外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 ）及香港联交所]进行沟通；如有基石投资人,批准

基石投资人的加入并签署与基石投资人有关的协议；通过及签署招股说明书验证笔记以及责任书，决定相关费用、

发布正式通告；大量印刷招股说明书以及申请表格；批准发行股票证书及股票过户以及在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文件

上加盖公司公章等，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事项。

（3）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H股股票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方案，起草、修改、签署并向本次发行并上市

事宜相关的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公司注册处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组织或个人提交各项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申请、

备忘录、报告、材料及其他所有必要文件，以及办理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并

做出其认为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行为及事项。

（4）在不限制本议案上述第（1）、（2）、（3）点所述的一般性情况下，代表公司批准及通过香港联交所上市申请

表格即A1表格（以下简称“A1表格” ）的形式与内容，批准保荐人适时向香港联交所提交A1表格、招股说明书草稿及

《上市规则》要求于提交A1表格时提交的其他文件及信息，代表公司签署A1表格及所附承诺、声明和确认，并于提交

该表格及文件时：

①代表公司作出以下载列于A1表格中的承诺（如果香港联交所对A1表格作出修改，则代表公司根据修改后的

A1表格的要求作出相应的承诺）并确认在未获香港联交所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不会变更或撤销该承诺：

i在公司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期间的任何时间，遵守《上市规则》的一切要求；

ii如果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预期就上市申请进行聆讯审批的日期前，因情况出现任何变化，而导致在此呈

交的申请表格或上市文件稿本中载列的任何资料在任何实质方面存有误导性，公司将通知香港联交所；

iii在证券交易开始前，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上市规则》要求的声明（《上市规则》附录五F表格）；

iv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在适当时间提交文件，特别是促使每名董事、拟担任董事的人士、监事及拟担任监事

的人士在上市文件刊发后，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按《上市规则》附录五H/I表格的形式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一份

签妥的声明及承诺；

v遵守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刊发和通讯方面的程序及格式要求。

②代表公司按照A1表格中提及的《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第5条和第7条的规定授权香港联交所

将下列文件的副本送交香港证监会存档（在未征得香港联交所同意前，该授权不可通过任何方式改变或撤销）：

i所有经公司向香港联交所呈递的文件（如A1表格）；

ii公司或公司代表向公众人士或公司证券持有人作出或发出的某些公告、陈述、通告或其他文件（如公司证券在

香港联交所上市）。

iii代表公司承诺签署香港联交所为完成上述第②条所述授权所需的文件。

（5）对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因本次发行并上市的需要而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修

改的公司章程及其他公司治理文件，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变化情况、境内外政府机构、监管机构、香

港联交所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要求与建议及本次发行并上市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

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完毕后，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和股本

结构的内容作出相应调整和修改；在本次发行前和发行完毕后依法在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证监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前述文件的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

（6）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完毕后，根据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相关登记机关办理股票登记

事宜。

（7）根据政府有关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有关批准文件，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并上市相关的决

议内容作出相应修改并组织具体实施。

（8）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授权有关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事务。

（9）根据《上市规则》第3.05的规定，委任、更换授权代表作为公司与香港联交所的主要沟通渠道，并向香港联交

所递交相关表格及文件。

（10）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约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董事

长以及董事会决定的另外二名人士共同或单独行使。

（11）根据《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第十六部向香港公司注册处申请将公司注册为非香港公司：

①在香港设立主要营业地址，并向香港公司注册处申请注册为“非香港公司” ；

②代表公司签署非香港公司注册事宜之有关表格及文件，并授权公司香港法律顾问或其他代理安排递交该等表

格及文件到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存档；

③依据香港《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及《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委任担任公司在香港接受向公司送达

的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书的代表。

（12）同意公司作为上市申请人就《上市规则》第3A章下保荐人须向香港联交所履行的责任提供协助并作出保

荐人向香港联交所作出确认时依赖的若干确认。

（13）批准、确认及追认公司或其他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授权代表为准备公开发行H股股票和上市

而采取的所有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公司签署文件），犹如采取该等行动前已获得董事会批准。

（14）授权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H股发行并上市有关事宜的议

案》。

在《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以

下简称“《授权议案》” ）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傅利泉先生、副董事长吴军先生及董

事陈爱玲女士或前述人士各自转授权的其他人士共同或单独行使《授权议案》授予的权力，具体办理《授权议案》所

述相关事务及其他由董事会授权的与本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事务，授权期限与《授权议案》所述授权期限相同。

8、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为兼顾现有股东和未来H股股东的利益， 在扣除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拟分配股利

（如适用）后，本次发行并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H股发行并上市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以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将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在确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后及时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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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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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利泉先生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傅利泉 是 1200万股 2017-3-23 2018-3-22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0% 融资

合 计 1200万股 - - - 1.00%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利泉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1,196,158,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6%，其中仍处于质押状态

的股份共计20,6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3%。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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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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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3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云锦博物馆三层5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057,8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31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1、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57,8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45,652 99.9882 0 0.0000 12,200 0.0118

3、 议案名称：3、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13,852 99.9577 44,000 0.0423 0 0.0000

4、 议案名称：4、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57,8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5、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57,8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6、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57,8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7、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046,352 99.9889 0 0.0000 11,500 0.01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86,060,9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6,100,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852,395 97.6798 44,000 2.3202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00 0.6772 44,000 99.322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852,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13,205,078 99.6679 44,000 0.3321 0 0.0000

6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13,249,0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

13,237,578 99.9132 0 0.0000 11,500 0.08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赵耀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 3 月 2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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