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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温增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傅

新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466,806,121.40 2,500,574,029.39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38,915,763.89 2,230,025,444.64 0.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693,691.83 43,059,677.70 -51.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5,671,798.81 76,000,161.71 -3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890,309.25 24,578,455.93 -6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346,665.90 27,230,360.88 -8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129 -6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7 0.0129 -63.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51,005.6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125.3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5,204.71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52,529.4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1,947.0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999.01

所得税影响额 -5,169.78

合计 4,543,643.3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46,37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 94,907,532 5.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霍少华 10,388,800 0.5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媚媚 8,208,341 0.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凯特 7,012,124 0.3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DEUTSCHE�BANK�

AKTIENGESELLSCHAFT

6,913,002 0.36 未知 未知

陆成梁 6,475,900 0.3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爱平 5,442,800 0.2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宋晓冰 4,441,500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宋艳 4,279,300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伟 3,814,701 0.2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 94,907,532 人民币普通股 94,907,532

霍少华 10,3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88,800

谢媚媚 8,208,341 人民币普通股 8,208,341

李凯特 7,012,124 人民币普通股 7,012,124

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AFT 6,913,002 人民币普通股 6,913,002

陆成梁 6,4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475,900

谢爱平 5,44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2,800

宋晓冰 4,44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1,500

宋艳 4,2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9,300

叶伟 3,814,701 人民币普通股 3,814,7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3032.84万元，同比减少39.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降雨量同比减少致使公司发电收入同比减少44.32%，同时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水力发电收

入及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所导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在2017年3月30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固定资产会计估

计变更的决议，公司从2017年1月1日起，与发电直接相关的资产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与发

电无直接关系的资产仍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刊登的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增勇

日期：201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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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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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5日将持

有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118.63万股股份，按每股 5.15元的价格，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了转让，公司合计获得股份转让收入160,609,445元。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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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就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项对公司董事会进

行了专项授权，本次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1、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将持有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118.63万股股份，按每股

5.15元的价格，以协议转让的方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了转让，股份转让情况

具体如下：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股份数量

(股)

交易价格

（元/股）

交易总金额

（元）

1 深圳市鑫阳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86,300 5.15 83,359,445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500,000 5.15 43,775,000

3 南京盛宇涌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5.15 10,300,000

4 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5.15 7,725,000

5 广州云起科技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5.15 15,450,000

合 计 31,186,300 5.15 160,609,445

2、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就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项对

公司董事会进行了专项授权：授权公司董事会在2017年12月31日前，按不低于每股5.1元（含）

的价格，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择机转让公司持有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3,118.63万股股份。股份转让所需的其它相关决策及办理手续程序授权公司董事会作出决定。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全体董事共

9人参与表决，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与上述各受让方签订了关于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股份转让协议》 ，并于2017年4月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与交易各方完成了股份

转让资金的结算。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鑫阳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春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傅军如）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44637310

2、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秦厉陈）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08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项目投资、投资管理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36D03Y

3、名称：南京盛宇涌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路39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朱江声）

成立日期：2012年07月12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业务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598018968M

4、名称：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廊坊开发区春明道

法定代表人： 王志坚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1666587979T

5、名称：广州云起科技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琢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余耀才）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H7L268

（二）董事会事前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事前就交易对方的合法资质、 是否具备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资格及其交易账户资金等履约能力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 未发现不良记

录及影响本次交易的事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 ）3,

118.63万股股份，交易类别为出售资产。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 ）于2015年10月22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份代码为833790。截至2016年12月31日，“嘉元科技” 普通股总股本

为150,076,000股，法定代表人廖平元；其主要产品与服务项目为研究、制造、销售电解铜箔制

品。

（2）截至2016年12月31日，“嘉元科技”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 总资产 525,185,479.16 567,734,160.25

2 净资产 173,042,800.77 340,870,500.16

3 营业收入 340,594,274.81 423,624,707.96

4 净利润 20,887,681.17 62,077,699.39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950,980.37 56,383,124.39

(3)更多关于“嘉元科技” 的运营情况请查阅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http:

//www.neeq.com.cn/）刊登的公告。

（二）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 评估方法采用市场

法。评估结论如下：

在拟实现特定评估目的的对应的经济行为前提下， 嘉元科技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

准日2016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76,109.55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陆仟壹佰零玖万伍仟伍佰

元），折合每股5.07元。

2、定价原则：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068号《评

估报告书》结果，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转让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出让方（以下称甲方）将其持有的嘉元科技股份按照每股5.15元的价格

依法转让给受让方（以下称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每股5.15元的价格受让甲方所持有嘉元科技

股份。

（二）转让方式

鉴于嘉元科技属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根据股转系统要求，本次股份转让

应通过股份转让系统完成。双方约定于协议签署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交易价格按协议约定价格执行，股份转让款应通过双方证券账户进行

结算。

（三）特殊约定及违约责任

1、甲方承诺向乙方出让其所持有嘉元科技股份事宜已经履行了内部决策流程，乙方承诺

受让甲方所持有嘉元科技股份事宜已经履行了内部决策流程。 若因甲方或乙方的内部决策出

现瑕疵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效的情况，过错方应该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2、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

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经济损失，该经济损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上述第1点约定

的事项除外）。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可以保障公司尽早实现对嘉元科技的投资收益。

2、本次转让相对应的股份变更审批和登记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

3、本次股份转让公司预计获得投资收益约9800万元，将可能导致公司2017年度中期报告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份转让协议 》;

3、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068号《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 �证券简称： 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7-010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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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温增勇

董事长主持，全体9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参与投票表决。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以电邮

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

票为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计3118.63万股股份的

决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

《关于转让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 �证券简称： 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7-012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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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千瓦时

序号 电站名称

持股比例

（%）

装机容量

（万千瓦时）

2017年第一季度发

电量

2016年第一季度

发电量

同比增减

（%）

1 单竹窝水电站 100 3.4 31,483,961 48,494,533 -35.08

2 坝头水电站 100 1.8 9,782,400 21,367,400 -54.22

3 丙村水电站 100 2.0 13,859,120 21,317,250 -34.99

4 三龙水电站 100 2.4 11,024,320 26,959,540 -59.11

5 龙上水电站 100 2.5 12,040,870 20,233,550 -40.49

6 梅丰水电站 76.28 0.8 1,650,100 4,520,300 -63.50

7 雁洋小水电 100 0.88 652,331 1,847,073 -64.68

8 新城供水 100 0.125 671,807 988,288 -32.02

截至2017年3月31日，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属及控股公

司水电站累计完成发电量8116.49万千瓦时，同比减少44.3%。现将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各水电

站2017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庞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永乐（财务经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张永乐（财务经理）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234,485,944.26 13,463,592,998.27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91,620,937.86 10,013,769,433.03 9.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58,672.85 224,742,721.30 -141.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11,026,841.44 3,424,887,408.35 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6,954,484.75 809,763,217.97 2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5,594,798.73 796,554,852.97 1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0 8.77 增加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0 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839.1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95,964.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4,536,998.49

所得税影响额 -9,512,437.83

合计 31,359,686.0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49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573,188,221 58.1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庞康 258,408,691 9.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490,242 3.42 0 无 0 境外法人

程雪 85,647,571 3.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旭晖 51,939,889 1.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3,067,103 1.59 0 无 0 国家

潘来灿 42,293,898 1.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赖建平 40,807,048 1.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2,549,420 0.83 0 无 0 境外法人

方展城 20,007,284 0.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3,188,221 人民币普通股 1,573,188,221

庞康 258,408,691 人民币普通股 258,408,6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490,242 人民币普通股 92,490,242

程雪 85,647,571 人民币普通股 85,647,571

黎旭晖 51,939,889 人民币普通股 51,939,88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3,067,103 人民币普通股 43,067,103

潘来灿 42,293,898 人民币普通股 42,293,898

赖建平 40,807,048 人民币普通股 40,807,048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2,549,420 人民币普通股 22,549,420

方展城 20,007,284 人民币普通股 20,007,2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庞康、程雪、潘来灿、赖建平、方展城、黎旭晖是海天集团的股东，其

中庞康、程雪任海天集团董事；

2、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相关事项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3,151,968.42 - -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购镇

江丹和醋业有限公司，并入该

公司的应收账款所致。

应收利息 7,813,142.36 2,071,262.81 277.22%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定期存

款利息增加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其他应收款 16,451,622.17 6,251,866.18 163.15%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电商业

务增长良好，导致暂存于第三

方支付平台的资金相应增加

所致。

商誉 31,767,006.91 17,177,837.38 84.93%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购镇

江丹和醋业有限公司70%股

权，商誉对应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286,438.67 57,333,527.30 40.03%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根据所

得税准则确认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资产有

所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42,639.00 2,746,946.00 -43.84%

主要原因是本期该科目核算

的部分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

结转到固定资产，导致余额相

应减少。

短期借款 17,385,323.93 - -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购镇

江丹和醋业有限公司，并入该

公司的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542,423,582.21 1,809,254,480.79 -70.02%

上年末经销商提前备货款导

致年初预收账款较大，本期期

末预收账款恢复常态。

应交税费 366,401,261.60 262,194,019.14 39.74%

主要原因是本期经营利润上

升导致应交所得税以及应交

增值税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9,762,746.93 - -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购镇

江丹和醋业有限公司70%股

权，余下30%股权对应产生少

数股东权益所致。

税金及附加 45,573,426.86 32,039,111.93 42.24%

主要原因是本期根据财会

[2016]22号文将原计入管理费

用的税费计入税金及附加科

目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27,474,675.53 -12,929,381.92 112.50%

主要原因是本期本公司通知

存款和定期存款增加而相应

的利息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4,536,998.48 17,635,791.32 95.83%

主要原因是本期到期的理财

产品对应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6,603,157.08 306,000.00 2057.89%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243,751.85 - -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购镇

江丹和醋业有限公司70%股

权，期末对该公司的亏损按比

例确认少数股东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369,904.11 1,766,729.45 -120.94%

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的理财

收益增多，相应未到期理财产

品浮动收益规模减少，导致其

它综合收益下降。

收到的政府补助 5,936,464.52 305,000.00 1846.3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 1,364,684.46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税费返还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444,745,754.22 324,054,064.65 37.24%

主要原因是本期广告费、运费

等经营活动支出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0.00 500,000,000.00 22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理

财产品本金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34,536,998.48 17,635,791.32 95.8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理

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226,025.66 17,982.90 1156.89%

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增加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1,732,795.98 12,868,357.88 68.89%

主要原因是本期本公司通知

存款和定期存款增加而相应

的利息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3,864,654.64 272,328,818.93 -72.88%

主要原因是主要资产购置计

划大致完成因而本期购置资

产支出减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14,660,593.28 - -

主要原因是本期本公司子公

司江苏海天收购镇江丹和醋

业70%股权按合同进度支付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00,000,000.00 700,000,000.00 128.57%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庞康

日期: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288� � � �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17-013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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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7

年4月25日在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16号中区四座4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 董事长庞康为本次会议主持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海天味业第一季度季

报》及《海天味业第一季度季报摘要》。

2.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海天味业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l证券代码：603288� � �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17-014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7

年4月25日在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16号中区四座4楼会议室召开，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监事会主席文志州为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4.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通过《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提

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

度的规定；

（2）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充分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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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一季报全文及摘要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海天味业第一季度季报》及《海天味业第一季度季报摘要》。

5.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并提

出如下书面确认意见：

鉴于公司2016年度实施了现金红利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8.0311元/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海天味业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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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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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

根据《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三章“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第七节“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之（二）“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1、2015年8月27日，公司根据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情况，将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9.3111元/股。

2、2016年3月31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6元（含税）的比例实施利润分

配， 并于2016年4月15日实施完毕。2016年4月28日， 公司根据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情

况，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8.7111元/股。

3、2017年4月12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6.8元（含税）的比例实施利润

分配，并于2017年4月25日实施完毕。2017年4月25日，公司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情

况，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8.0311元/股。

根据《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6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情况以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对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出如下调整：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公式：P＝（P0-V）÷（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V为每股的派息额；

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8.7111-0.68）÷（1＋0）=8.0311元

/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

了调整。本次调整是合法、有效的，调整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监事会意见

鉴于公司2016年度实施了现金红利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8.0311元/股。

四、律师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已获得现阶段贵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贵公

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及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格上富信"）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格上富信自2017年4月27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

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机构名单

1、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法定代表人：李悦章

电话：010-85594745

联系人：张林

二、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自2017年4月27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格上富信办理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先锋精一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及转

换等业务。

三、费率优惠及期限

自2017年4月27日起，投资者通过格上富信非现场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享受费

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上述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销售机构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认/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基金产品费率优惠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申购赎回期的基金。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

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销售机构最新公告

信息为准。

3、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4、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5-9998

2、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xf-fund.com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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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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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控股股东上海

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控传媒"）的通知，富控传媒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华融"）签订了《质押协议》，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非限

售流通股36,000,000股质押给江西华融。

截至本公告日，富控传媒共持有公司股份106,481,3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950%；此次

股份质押完成后，富控传媒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10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113%。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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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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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4月19日起停牌（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030）。

鉴于该重大事项正处于进一步论证和商讨阶段，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4月26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承诺在继续停

牌后5个交易日内确定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发布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288� �公司简称：海天味业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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