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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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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决定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怡球资源 6013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舜鈱 高玉兰

办公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电话 0512-53703986 0512-53703986

电子信箱 smwong@yechiu.com.cn ylgao@yechiu.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利用所回收各种废旧铝资源，进行分选、加工、熔炼等工序，生产出再生铝合金产品。

通过对现有铝废料进行回收和利用，可以实现金属铝的循环使用，有效节约铝资源，同时，因再生铝产品的

生产较原铝生产具有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特点，所以再生铝行业属于国家积极倡导和鼓励的新型产

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各种规格型号的铝合金锭，产品广泛运用于汽车、电器、机械、建筑、电力、交通、计算

机、包装、五金等多个领域，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居民消费品生产必需的重要基础材料。

公司是中国铝资源再生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生产和节能技术水平领先，是我国循环经济产业的典型

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科学技术部联合确定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即“两型” 企业）

创建工作的第一批试点企业，是国内仅有的少数几家铝合金锭产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注册并能实

际交割销售的生产企业之一，产品质量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

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废铝是公司主要的原材料，废铝的采购分三个来源，主要来自于在美国子公司AME公司，其采购对象主

要为美洲，其中来自美国的采购量占比最高，其他部分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等地区。另外，太仓采购部

负责国内原物料的采购。马来西亚怡球则向马来西亚本地、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地区进行采购。多年

的发展，公司与主要供应商都保持有密切的业务关系和较高的信任度，对于国外大供应商一般采用取得运

输单证后付款的方式，由于国外供应商信用较好，所以运达检验后发现质量不符需要提出索赔的情况很少。

而国内废铝市场因少而散的特点，市场体系尚待完善，公司对国内的采购总量较小，付款方式一般采用验货

后付款的方式。

2、生产模式

公司有位于苏州太仓和马来西亚的两个生产基地，一般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即以订单为

主线，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制定生产计划，安排规模化生产；同时针对客户特殊的定制要求，采取灵活的多品

种搭配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部门负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针对国内市场需求，母公司除太仓本部外，还在深圳建立

了办事处，负责华南地区的销售业务。公司产品拥有良好的质量和市场口碑，产品主要是直接销售给下游用

户，辅以少量产品通过代理经销商销售。公司的铝合金锭产品在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简称LME）注册，可

进入LME�的市场交割系统。2010�年下半年以来，公司有通过LME交割系统，销售部分产品。

公司产品的价格确定参照LME、上海期货交易所、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和灵通网的报价，并考虑成本

和利润，与客户协商确定。针对国际商品市场上金属价格频繁波动而对公司造成影响，公司在LME期货市场

进行了套期保值进行避险，有效降低了铝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

为减少坏账风险，保证及时、足额收到货款，公司对国内外客户进行资信调查，由此确定商务条件。对于

存在多年合作关系的重要客户，通常给予15-60�天不等的信用期；对于新客户或者资信状况不佳的客户，则

要求采用信用证方式、承兑汇票、款到发货的形式。

4、废金属材料回收

并入的Metalico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含铁及非含铁废金属材料回收业务， 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去壳业务

以及废金属交易业务。公司的经营利润主要来源于加工后含铁金属和有色金属的销售业务，主要的销售对

象为钢铁产业、高温合金产业、铸造产业及贵金属产业等的原材料消费者。

废金属回收业务因回收网点的分布在采购段具有一定的区域性，Metalico公司产业范围主要分布在宾

夕法尼亚州西部、俄亥俄州东部、纽约州、新泽西州、密西西比州及弗吉尼亚州西部。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494,380,077.83 3,618,674,373.52 24.20 3,810,907,306.84

营业收入 3,766,844,813.42 3,490,388,949.45 7.92 4,313,953,66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48,405.67 9,750,346.80 165.10 30,090,2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332,257.55 -33,470,583.25 -69.13 -33,038,59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2,280,908.20 2,110,097,044.38 3.42 2,196,737,47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62,953.80 294,686,759.00 -83.38 209,581,65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5 100 0.0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5 100 0.0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0.44

增加0.78个

百分点

1.3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76,179,950.74 725,676,971.43 1,178,149,440.93 1,186,838,45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435,835.80 3,511,249.62 5,465,094.56 32,307,89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290,499.07 3,773,646.90 -3,512,875.25 -1,302,53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2,170,637.43 -43,401,390.51 -31,206,150.30 1,399,857.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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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1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74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559,034,000.00 804,514,000 39.72 质押 11,856,000 境外法人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5,223,360.00 99,374,560 4.91 无 境外法人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

货开元7号资产管理计划

31,540,099.00 31,540,099 1.56 无 其他

中信盈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信盈时本正股票分级2号资产管

理计划

30,335,340.00 30,335,340 1.5 无 其他

前海开源基金－广发银行－前海

开源国泓1号资产管理计划

24,607,911.00 24,607,911 1.21 无 其他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653,000.00 22,600,500 1.12 无 境外法人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合伙企业

22,409,616.00 22,409,616 1.11 无 其他

中信盈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

信盈时本正股票分级1号资产管

理计划

19,582,996.00 19,582,996 0.97 无 其他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5,394,650.00 16,315,900 0.81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999,882.00 14,999,882 0.74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比起上年同期下降至1,743.13万元，同比下降38.51%；主要系公司收购M公司确

认的重组相关的中价费用及总的理财收益的减少导致；净利润为2,584.85万元，同比增长166.31%；净利润增

长主要系公司确认了可抵扣亏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费的影响 。

2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6年4月27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子公司记账本位币的议

案》：子公司和睦集团有限公司、怡球国际有限公司、怡球资源（香港）有限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将记账本

位币由人民币变更为美元。公司主要业务均以美元计价及结算，且考虑到和睦公司未来在海外市场的业务

开拓活动，故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净资产没有影响，由于涉及以前年度绝大部分账务处理，列报对

净利润的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本项会计政策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并采

用变更当日的即期汇率将所有项目折算为变更后的记账本位币。

2.会计估计变更：无

3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49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一级 - -

怡球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怡球金属熔化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America�Metal�Export,Inc（美国）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YE�CHIU�NON-FERROUS�METAL�(M)�SDN�BHD（马来西

亚）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YE�CHIU�SINGAPORE�PTE.�LTD.（新加坡）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Yechiu�Metal�Recycling�America�Inc（美国）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怡球资源（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和睦集团有限公司（萨摩亚）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金城有限公司（萨摩亚）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鸿福再生资源（太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怡球贸易（昆山）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5% 95%

Top?Investment?Kentucky?,LLC（美国）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Yc�Investment�Delaware�,Inc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Yc�Investment�Delaware�,LLC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Metalico,�Inc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 100%

Buffalo�Shredding�and�Recovery,�LLC（BSR）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Federal?Autocat?Recycling,?LLC?（FCAT）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Bradford,Inc（曾用名：Goodman�Services,�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Aluminum�Recovery,�Inc（MARI）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Akron,�Inc（AK）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Buffalo,�Inc（BUFF）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Pittsburgh,�Inc（PITT）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Rochester,�Inc（ROCH）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Transfer,�Inc（XFER）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Transport,�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Youngstown,�Inc（YI）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Skyway�Auto�Parts,�Inc（SKYWAY）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Tranzact�Corporation（TZ）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Totalcat�Group,�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New?York?,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Ellen�Barlow,�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Catherine�Lake,�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River�Hills�By�The�River,�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Syracuse�Realty,�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West�Coast�Shot,�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Transfer�Realty,�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Akron�Realty,�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Elizabeth�Hazel,�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Melinda�Hazel,�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Abby�Burton,?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Megan?Division?,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Olivia?DeForest?,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Metalico�Gulfport�Realty,�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Metalico�Neville�Realty,�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Gabrielle�Main,�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MacKenzie�South,�LLC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 100%

Metalico�Colliers�Realty,�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General�Smelting�&�Refining,�Inc.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 1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6户，减少3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Yc�Investment�Delaware�,Inc 新设成立

Yc�Investment�Delaware,�LLC 新设成立

Metalico,�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Buffalo�Shredding�and�Recovery,�LLC（BSR）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Federal?Autocat?Recycling,?LLC?（FCAT）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Goodman�Services,�Inc（GSI）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Aluminum�Recovery,�Inc（MARI）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Akron,�Inc（AK）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Buffalo,�Inc（BUFF）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Pittsburgh,�Inc（PITT）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Rochester,�Inc（ROCH）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Transfer,�Inc（XFER）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Transport,�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Yourngstown,�Inc（YI）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Skyway�Auto�Parts,�Inc（SKYWAY）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Tranzact�Corporation（TZ）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Totalcat�Group,�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New?York?,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llen�Barlow,�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Catherine�Lake,�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River�Hills�By�The�River,�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Syracuse�Realty,�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West�Coast�Shot,�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Transfer�Realty,�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Akron�Realty,�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lizabeth�Hazel,�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linda�Hazel,�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Abby�Burton,?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gan?Division?,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Olivia?DeForest?,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Gulfport�Realty,�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Neville�Realty,�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Gabrielle�Main,�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acKenzie�South,�LL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Metalico�Colliers�Realty,�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General�Smelting�&�Refining,�In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Allison�Main,LLC 于2016年9月29日注销

Adriana�Eleven,?LLC 于2016年9月22日注销

Hypercat�Advanced�Catalyst�Products,LLC ?于2016年8月9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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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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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24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5日以书面、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崇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6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

848,405.67元，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134,782,620.17元。2016年母公司报表净利润-70,560,289.75元，报告期末

未分配利润5,350,147.88元。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综合考虑，为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和资金需求，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用于

再发展。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黄崇胜先生、林胜枝女士、黄韦莛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

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

项审计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公司聘请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报告进行专项审计，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针对报告出具专项核查意见。本

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6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期间，遵守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执行审计准则，独立开展审计工作，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

会计数据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现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年度

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

见，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授信借款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2017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授信借款的额度，上述授信额

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按各银行规定执行。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

用。该授信额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同意公司授权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书面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

额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地点等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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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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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24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建昇先生

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意见如下：

(1)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意见如下：

(1)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

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综合考虑，为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和资金需求，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用于

再发展，有利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意见如

下：

(1)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定价原则。

(2)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意见如下：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意见如下：

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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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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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16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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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至2017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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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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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17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授信借款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2017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怡球（香港）有限公司、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388 怡球资源 2017/5/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办理

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和身份

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

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7年5月11日（含该日）下午4:00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7年5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4:00。

（三）登记地点：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邮编：215434

（四）联系电话：0512-53703986� � �传真：0512-53703910

（五）联系人：高玉兰、汪进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出席本次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相关证件等原件，

以便验证入场；

（三）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四）邮政编码：215434

（五）联系电话：0512-53703986� � � � �传真：0512-53703910

（六）联系人：汪进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17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授信借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1388� �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7-019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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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6号《关于核准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500万股，每股面值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3.00元，共募集资金1,365,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86,168,660.28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1,278,831,339.72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010006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4

月13日全部到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投入募投项目共288,895,173.52元，其他项目投入533,000,000元，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33,676,000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为87,869,106.12元，募集资金专户

存款余额为311,129,272.32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规定， 公司修订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

行、华一银行上海青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分别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

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2年4月19日，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地履行。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存储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89120155300000656 3,811.72 活期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 32201997341059703988 4,027.32 活期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 459860228900 160,646.41 活期存储方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7324710182400003931 14,835.73 活期存储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行 535001040016687 624.02 活期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1102241229008075838 310,945,327.12 定期和活期存储方式相结合

合 计 311,129,272.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具体变更情况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2016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4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78,831,339.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0,236,

261.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37,894,580.4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1,895,

173.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7.7%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异地扩建废铝再

生铸造273,600吨/

年铝合金锭项目

异地扩建

废铝再生铸造

273600吨/年

铝合金锭项目

665,922,000

4,927,419.52- 4,927,419.52 0 4,927,419.52 0 -

是

建设研发中心项

目

建设研发中心

项目

79,908,000 3,008,000.00 3,008,000 0 3,007,754 -246 -

是

超募资金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

154,000,000 - 154,000,000 0 154,000,000 0 100

否

超募资金用于对

全资子公司进行

增资

170,000,000 - 170,000,000 276,261.58 170,000,000 0 100

否

超募资金用于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100,000,000 - 100,000,000 0 100,000,000 0 100

否

超募资金用于对

全资子公司进行

增资

109,000,000 - 109,000,000 29,000,000 109,000,000 0 100

否

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对全资子

公司进行增资

（用于美国建

设24万吨废铝料

自动分类分选项

目）

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对全

资子公司进行

增资（用于美

国建设24万吨

废铝料自动分

类分选项目）

280,960,000 0 0 0 0 -

是

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对全资子

公司进行增资

（用于马来西

亚年产21.88万吨

的再生铝合金锭

扩建项目）

456,934,580.48

456,934,580.48 0 0 -456,934,580.48

0

否

公司支付现金购

买Metalico,�Inc�

100%股权

280,960,000

280,960,000 280,960,000 280,960,000 0

100

合计 —

1,278,830,000

1,278,830,000 310,236,261.58 821,895,173.52 -456,934,826.48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1、2015年3月10日，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取消“建设研

发中心项目。

公司近年已在“废铝料自动分选技术” 、“熔炼效率及降耗” 、“高效

溶剂” 、“再生铝合金新产品”方面投入大量研发费用，且不断在生产过程

中试验，该多项技术和方法在近几年公司的生产研究中已日趋成熟，并在

实际生产过程中提升了铝合金锭的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目前基本已达

到建设研发中心项目的预期目标，故取消“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2、2015年6月25日，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取消“异

地扩建废铝再生铸造273600吨/年铝合金锭项目” 。

Yechiu�Non-ferrous年产21.88万吨的再生铝合金锭扩建项目已于2015�

年下半年投产，公司目前总产能达到约65万吨/年，已达到上市预期的目

标，若仍按计划实施异地扩建废铝再生铸造27.36万吨/年铝合金锭项目，

公司在短期内将面临人力资源短缺、市场开拓及资金周转等压力，故取消

“异地扩建年产27.36万吨废铝循环再生铸造铝合金锭项目” 。

3、2016年4月21日，经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取消“美

国建设24万吨废铝料自动分类分选项目”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拟通过自筹资金在Metalico建设三条废旧金属自动分类分选设备，项目

建成后将提高Metalico废铝的产能、提升铝料纯度，对外销售单价也将随之

提高，对内直接销售给集团内公司使用，节约了运费、危险废弃物掩埋费

和关税等成本。同时，公司可及时从产业链上游了解废铝市场的最新动

态，有利于提高资产周转率。公司未来将凭借原材料采购成本的优势和高

效的资产周转率进一步扩大再生铝市场占有份额，同时，为快速实现垂直

整合后的协同效应，故取消“美国建设24万吨废铝料自动分类分选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5,4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

金17,000万元用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使用超募资金10,000�万元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以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披露。

2、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0,9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怡球国际有限公司（香

港）进行增资。以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披露。

3、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同意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全资子公司怡球国际增资

28,096.00万元用于实施“美国建设24万吨废铝料自动分类分选项目” 。以

上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披露。

4、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同意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全资子公司怡球国际增资

456,934,580.48元用于Yechiu�Non-ferrous年产21.88万吨的再生铝合金锭

扩建项目。以上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5、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意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取消“美国建设24万吨废

铝料自动分类分选项目” ，将该部分募集资金28,096.00万元用于公司支付

现金购买Metalico,�Inc�100%股权。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

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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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第四季度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实施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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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2016年1月5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起一年内有效。公司确定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决议

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现将公司2016年第四季度购买理财产品实

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2015年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购买，本季度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理财第三百五十一期（稳健型82号）

购买额度：4,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6年7月18日—2016年10月17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

融资产。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9%。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9%，取得的收益为

289,205.48元。

2、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16JG674期

购买额度：3,246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6年8月19日—2016年11月18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

存款、债权或票据回购等。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9%。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9%，取得的收益为

235,335.00元。

3、产品名称：浦发银行财富班车1号

购买额度：2,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0天，2016年9月20日—2016年10月21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在AA及以上的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ABS、ABN等以及ABS次级档等

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券商收益凭证、优先股、存放同业、货币基金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券商/基金/保险定向计划及信托计划等。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6%。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6%，取得的收益为

42,739.73元。

4、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3,577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6年9月20日—2016年10月3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

融资产。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7%。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7%，取得的收益为

108,486.00元。

5、产品名称：浦发银行财富班车1号

购买额度：1,383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0天，2016年9月22日—2016年10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在AA及以上的

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ABS、ABN等以及ABS次级档等

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券商收益凭证、优先股、存放同业、货币基金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券商/基金/保险定向计划及信托计划等。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6%。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6%，取得的收益为

31,524.82元。

6、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1,345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6年9月27日—2016年11月6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

融资产。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6%。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6%，取得的收益为

39,281.37元。

（二）本季度新增购买，已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可选期限理财2号

购买额度：3,587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5天，2016年11月1日—2016年12月16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资产等金融资

产。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6%。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6%，取得的收益为

114,980.55元。

2、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期

购买额度：3,391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5天，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30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

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5%。

注：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2.5%，取得的收益为

80,065.28元。

（三）2015年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购买，本季度未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6年第144期金制通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7,722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66天，2016年1月30日—2017年1月3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同业存款、同业借款等低风险投资工具。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6%。

（四）本季度新增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购买额度：4,029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6年10月19日—2017年1月17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等。产

品年化收益率为：2.8%。

2、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本利丰·62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1,35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62天，2016年11月09日—2017年1月10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

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准化债权，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

投资品种。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7%。

3、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本利丰·90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3,269.6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6年11月23日—2017年02月21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

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准化债权，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

投资品种。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8%。

4、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3,399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6年12月2日—2017年1月11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

融资产。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7%。

5、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4号

购买额度：3,598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6年12月19日—2017年3月19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

融资产。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2%。

二、理财产品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且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

五，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该银行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管，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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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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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本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均按照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

务等方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

案》，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黄崇胜、林胜枝、黄韦莛已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上述关

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与Metalico,Inc下属子公司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均按照正常商务

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及其交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

益。

此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智富

（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2016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美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实际发生额 2017年预计金额

YC�Global,�LLC 租赁办公场所

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

公司向YC�Global,�LLC租赁

办公楼

10.03 不超过10.03

Buffalo�Shredding�and�Recovery,�LLC 购买原材料

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

公司向Buffalo�Shredding�and�

Recovery,�LLC购买原材料

511.60

Metalico�Pittsburgh,,Inc 购买原材料

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

公司向Metalico�Recycling�

-Pittsburgh购买原材料

248.45

Metalico�Youngstown,�Inc. 购买原材料

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

公司向Metalico�

Youngstown,�Inc.购买原材

料

168.46

Metalico�Akron,�Inc. 购买原材料

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

公司向Metalico�Akron,�Inc.�

购买原材料

53.59

Metalico�Rochester,�Inc. 购买原材料

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

公司向Metalico�Rochester,�

Inc.�购买原材料

16.30

合计 1,008.43 不超过10.0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YC� Global,� LLC

YC� Global,� LLC，于2012年8月3日在美国加州投资设立，注册资本100万美元，主要从事资产投资业务，

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林胜枝女士持有其10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YC�

Global,� LLC为公司的关联方。

截止2016年12月31日，YC� Global,� LLC的总资产为341万美元，净资产为177万美元，2016年度收入为10

万美元，净利润为6万美元。

公司与YC� Global,� LLC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YC� Global,� LLC依法存续具备履约能力。

（二）Buffalo� Shredding� and� Recovery, � LLC、Metalico� Pittsburgh, � Inc、Metalico� Youngstown, � Inc.、

Metalico� Akron,� Inc.、Metalico� Rochester,� Inc.

Buffalo� Shredding� and� Recovery, � LLC、Metalico� Pittsburgh, � Inc、Metalico� Youngstown, � Inc.、Metalico�

Akron,� Inc.、Metalico� Rochester,� Inc.为美国Metalico,� Inc下属子公司。

Metalico,� Inc，于1997年在美国纽泽西州投资设立，目前注册资本1美元，主要从事含铁及非含铁废旧金

属回收业务、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去壳业务，以及废旧金属交易业务，M公司于2005年3月15日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代码为MEA。

于2015年9月11日，Metalico,� Inc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并被Total� Merchant� Limited（萨摩亚）收购其

100%股权，Total� Merchant� Limited（萨摩亚）由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共同持有其100%股权，

2016年7月1日已正式并入集团报告范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美国

Metalico, � Inc及其下属子公司Buffalo� Shredding� and� Recovery, � LLC、Metalico� Recycling� –Pittsburgh、

Metalico� Youngstown,� Inc.在报告期内的1-6月内为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与Buffalo� Shredding� and� Recovery,� LLC、Metalico� Pittsburgh,Inc、Metalico� Youngstown,� Inc.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良好，Buffalo� Shredding� and� Recovery, � LLC、Metalico� Pittsburgh,Inc、Metalico� Youngstown,�

Inc.依法存续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2012年10月29日，公司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公司（AME）向YC� Global,� LLC租赁办公楼，双

方签订办公楼租赁协议，约定月租金为8,360美元，租赁协议有效期至2013年10月31日止，自动按月续约，遵

循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租赁价格参考同类地区租赁案例并经协商后确定。

（二）2015年9月11日，Total� Merchant� Limited（萨摩亚）收购美国Metalico,� Inc� 100%股权后，截止2016

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子公司美国金属出口有限公司向Metalico,� Inc下属子公司Buffalo� Shredding�

and� Recovery,� LLC、Metalico� Pittsburgh,Inc、Metalico� Youngstown,� Inc.购买废铝原料构成关联交易，但每笔

买卖协议仍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Metalico,� Inc一直以来都是公司废铝海外供应商之一，公司已由一家再生铝制造商向上游原材料供应

商的市场渗透，并进一步分享上游利润并进而扩大上下游占有率。

同时，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

立，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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