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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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董事张广龙先生外（公司未能与其取得联系），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夏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斌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端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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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1,723,556.03 167,103,127.08 3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892,515.08 10,090,184.94 76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6,826,661.37 10,100,604.27 75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841,922.76 101,626,990.68 -6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64 0.0089 758.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64 0.0089 758.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0.68% 4.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19,765,827.27 1,957,171,505.92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1,601,126.92 1,749,389,485.02 5.27%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1、报告期销售上年期末库存，主要产品销量同比增加。报告期销售铅精矿2,856.00金属吨，与上年同期

的销量1,421.01金属吨同比增长100.98%，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期初库存2,183.53金属吨。

2、报告期主要产品平均销售单价高于上年同期。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同比大幅上升，

其中锌精矿平均售价同比上升72.51%，铅精矿平均售价同比上升19.40%，铜精矿平均售价同比上升36.60%。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137,299,314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

股）

0.07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797.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85.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192.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621.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 计

65,853.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161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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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9% 466,139,241

质押

444,000,000

司法冻结

464,139,241

临时保管

20,000,000

北京赛德万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1% 301,508,345

质押

70,900,000

北京智尚劢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73,538,620

质押

66,000,00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8% 10,000,000

上海和贝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7,609,979

司法冻结

7,609,9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事件

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3,859,700

谭振华 境内自然人

0.27% 3,055,300

中欧基金

－

招商银行

－

中欧增值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27% 3,047,750

陈维焕 境内自然人

0.20% 2,310,0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

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9% 2,195,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66,139,241

人民币普通股

466,139,241

北京赛德万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1,508,345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8,345

北京智尚劢合投资有限公司

73,538,620

人民币普通股

73,538,62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海和贝实业有限公司

7,609,979

人民币普通股

7,609,9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859,7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9,700

谭振华

3,0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5,300

中欧基金

－

招商银行

－

中欧增值资产管理计划

3,047,750

人民币普通股

3,047,750

陈维焕

2,310,013

人民币普通股

2,310,01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95,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陈维焕信用帐户持股

2.310,012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类项目

会计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84,053,430.55 126,226,632.87 57,826,797.68 45.81

主要系报告期期末结算的尚未收回货

款所致。

预付款项

22,655,372.33 6,344,981.06 16,310,391.27 257.06

主要系报告期期末预付款尚未结算所

致。

其他应收款

6,755,283.11 3,868,724.37 2,886,558.74 74.61

主要系本期发生大额单位应收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491,537.32 3,961,229.46 2,530,307.86 63.88

主要系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和预交

的税费较期初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55,776,509.66 79,681,420.52 -23,904,910.86 -30

主要系报告期未支付的工程款及劳务

费较期初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1,723,556.03 167,103,127.08 64,620,428.95 38.67

主要系主要产品销量和销售单价高于

上年同期。

营业成本

91,960,891.49 122,820,038.88 -30,859,147.39 -25.13

主要系原计入营业成本的资源税转入

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448,198.27 2,139,970.13 16,308,228.14 762.08

主要系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

花税等转入本科目核算。

销售费用

902,274.42 4,424,183.80 -3,521,909.38 -79.61

主要系报告期运费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6,888,998.94 21,013,626.03 -4,124,627.09 -19.63

主要系矿产资源补偿费及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 印花税等转入税金及附加核

算。

财务费用

-436,877.06 2,197,437.85 -2,634,314.91 -119.88

主要系利息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77,474.95 36,205.67 41,269.28 113.99

主要系无法支付的质保金转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0 53,892.15 -53,892.15 -100

主要系报告期未发生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费用

17,408,383.78 4,796,125.02 12,612,258.76 262.97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利润高于上年同期。

净利润

86,587,603.08 9,705,579.23 76,882,023.85 792.14

主要产品销量和销售单价高于上年同

期。

现金流量表项目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841,922.76 101,626,990.68 -68,785,067.92 -67.68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同比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349,001.62 -30,881,492.44 3,532,490.82 11.44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同

比下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 25,707,454.23 -25,707,454.23 -100

主要系报告期未发生筹资现金收支。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5,492,921.14 96,452,952.47 -90,960,031.33 -94.31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同比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2016年10月27日，因建新集团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向甘肃省

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经法院审理认为，建新集团是国内矿业行业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如

不对其破产重整，将引起集团资产被司法机关拆解处理，使其资产严重贬值，最终导致企业破产，不利于维

护众多债权人的利益，且建新集团已经与相关方达成注入资金的意向，也向法院提供了较为可行的初步重

整方案，经过破产重整，其具有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可能，故对建新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予以准许，据此，

并依照相关规定于2016年12月2日出具受理破产重整的裁定书【(2016)甘12民破字01号】，裁定受理建新集

团重整申请；2017年3月20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召开了建新集团破产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

选定财务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和矿权评估机构，宣布债权的申报情况并选举了债权人委员会。公司将

密切关注建新集团重组进展情况并督促控股股东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重组

进展公告

2017-03-25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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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作出预计，待公司财务部测算完毕，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

履行公告义务。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情况。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未开展现场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公司依照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制度、规则、指

引回答投资者电话咨询，回复“互动易”上投资者的提问。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勇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7-011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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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17年4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洁先生召集。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与会监事对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相关情况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建新矿业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7-010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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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4日以邮

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8名（董事张广龙先生未亲自出席，也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赵威先

生召集。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表决，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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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立志 董事 工作原因 罗艳

公司负责人罗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惠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建洲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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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97,509,698.27 1,297,814,823.04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324,474.19 163,422,859.31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97,759,300.61 162,634,760.58 21.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6,138,676.31 -740,910,246.54 -11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1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1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2.70%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475,834,233.93 18,785,629,681.51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46,866,506.84 7,139,134,954.06 2.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84,146.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40.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2,655.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5,357.86

合计

565,173.5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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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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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66% 544,265,129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1.83% 17,017,10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2% 15,020,64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四组合

其他

1.42% 13,188,79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0.95% 8,800,019 0

中元国际工程设

计研究院

国有法人

0.75% 6,963,840 0

华夏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2% 6,700,000 0

华安新丝路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6,27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七组合

其他

0.58% 5,336,906 0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境外法人

0.57% 5,305,89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4,265,12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7,017,1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20,6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3,188,79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8,800,019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6,963,84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6,700,000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27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5,336,906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5,305,8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上述

2

名股东合

计持有

55,122.90

万股，占

59.41%

，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同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管理的基金，合计持有

4,434.28

万股，占

4.78%

，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未

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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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54.6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支付的工程款项增加。

2、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增加68.79%，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中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华

电水务控股有限公司出资8,000万元。

3、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51.17%，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发放2016年末计提的奖金。

4、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43.0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人民币升值，汇兑损失增加。

5、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2,647.9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委内瑞拉综合农业项目应收

账款收回，冲回了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6、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1.3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埃塞俄比亚瓦尔

凯特糖厂项目、伊朗中东矿业设备供货项目及厄瓜多尔公园群建设项目等多个项目正处于执行阶段，支付的

工程款较多。

7、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493.4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子公司中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华电水务控股有限公司出资8,000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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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伊朗中东矿业设备供货项目商务合同

2016年12月8日，公司与中东卡拉瓦兰工业公司签署了伊朗中东矿业设备供货项目商务合同，合同总金

额为151,153.6万元。该项目位于伊朗科尔曼省，项目内容为矿场设备的设计、采购、施工和安装。合同总工期

24个月。

2017年1月20日，公司收到中东卡拉瓦兰工业公司发来的信用证，伊朗中东矿业设备供货项目商务合同

生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2017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3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5,488.8

至

53,759.49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1,353.4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在执行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57,440,818.87 14,974,697.09 24,947,869.02 0.00 0.00 -2,467,118.34 190,285,319.44

自有资金

合计

157,440,818.87 14,974,697.09 24,947,869.02 0.00 0.00 -2,467,118.34 190,285,319.44 --

①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机” ）作为发行前股东持有蓝

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高新” ）1.5%股权，2011年度将持有的上述股份划分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截至2017年3月31日，中农机持有蓝科高新532.8万股，公允价值共计7,

251.41万元。

②中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香港公司” ）作为基石投资者认购中石化炼化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票739.35万股，2013年度将持有的上述股份划分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

计量。截至2017年3月31日，中工香港公司持有股份公允价值共计5,251.10万元。

③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公司在公开市场购买的权益性证券被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

按公允价值计量，截至2017年3月31日，此类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为6,526.02万元。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2051�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7-027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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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下午15:00至2017年4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10层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艳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47人，代表股份589,970,58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3.5905%。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555,147,0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9.837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34,823,51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7535%。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股东共44人，代表股份36,341,61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91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以589,969,367股同意，1,220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40,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以586,280,608股同意，3,655,179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374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7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关于外部董事、外部监事会议津贴的议案》。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05,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9%；反对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

3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8%。

8、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以36,305,598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05,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9%；反对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

3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8%。

9、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中投中工丝路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同意36,305,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9%；反对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4%；弃权3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8%。

10、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林浆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305,59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09%； 反对1,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3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8%。

11、以589,934,567股同意，1,220股反对，34,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为特

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大会上，独立董事葛长银先生、王德成先生、李国强先生、孙伯淮先生向大会作了2016年度工作的

述职报告，《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贺维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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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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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

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15:30在公司16层第一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六名，董事赵立志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董事罗艳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出席

会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100%。二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17－029号公告。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工国际尼日利亚子公司的议案》。尼日利

亚子公司名称为“中工国际尼日利亚有限公司”（英文名称：CAMCE� Nigeria� Limited），公司类型为私营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尼日利亚奈拉（约合33,000美元），其中：公司出资9,990,000尼日利亚奈拉

（约合32,967美元），持有99.9%的股份；由熟悉当地业务的自然人出资10,000尼日利亚奈拉（约合33美元），

持有0.1%的股份。经营范围为：工程项目施工建设、货物运输清关、设计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等。注册地址为

尼日利亚拉各斯州拉各斯市。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97� � �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2017-022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粉冶中心"）的告知

函，粉冶中心控股股东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资产"）作为原告，以粉冶中心及其股东

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金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君润恒旭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金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湖南大誉湘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株洲兆富成长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株洲兆富新材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兆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社会投资者股东"）作为共同

被告，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大资产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撤销粉冶中心2017年2月1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

粉冶中心2017年2月13日作出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中大资产认为，粉冶中心的社会投资者股

东于2017年2月13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违反了《公司法》及粉冶中心公司

章程中关于股东会、董事会召集程序，因此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中大资产持有粉冶中心40%股权，为粉冶中心控股股东。本次诉讼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变更。

本次诉讼事项未对本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7-01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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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191号），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

查和分析，并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了书面说明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17年4月13日，你公司披露拟将所持有的共青城猎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猎龙公司"）17.05%

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同舟共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舟共创"），鉴于公司原始投资金额为15,0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5,000万元，因同舟共创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袁明先生控制的企业，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请公司补充披露此次转让所持猎龙公司股权的交易是否达到《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9.3条

的标准，如是，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已经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对猎龙公司最

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并请根据审计情况披露猎龙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数据。

回复：

公司于2015年12月30日实际出资15000万元参股猎龙公司，占股17.05%。鉴于猎龙公司目前还未进入实

质性运营状态、还未开展业务，部分股东方还未按认缴额出资（章程规定：出资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之

前），公司与同舟共创商定，以公司原始出资额为参考依据，以人民币15000万元向同舟共创转让所持猎龙公

司17.05%的股权，该交易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9.3条的标准，不需要聘请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对猎龙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

2、请你公司结合同舟共创以及其股东袁明的实际财务情况，详细分析并披露同舟共创作为此次交易股

权受让方的履约能力，并视情况披露此次交易存在的履约等相关风险。

回复：

同舟共创2016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5万元，截止2016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510万元；同

舟共创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2万元，截止2017年3月31日，净资产为470万元。

为降低此次交易可能存在的履约风险，维护公司利益，此次交易将在同舟共创履约能力方面为公司提供

关键的保障措施：

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与同舟共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同舟

共创应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2日内付股权转让款的51％即人民币7650万元给同洲电子；在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1年内付清余款即人民币7350万元给同洲电子。"。 截止目前， 公司已经收到同舟共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7650万元。

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与同舟共创、袁明先生签订《担保协议书》："按照同洲电子与同舟共创于2017年4

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为保证同舟共创全面履行其受让同洲电子股权的义务，袁明先生

同意向同洲电子承担不可撤销无限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经初步核实，袁明先生个人资信良好，其个人的现金、房产、股权、投资等资产能够满足此次担保的履约

能力。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计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包括潜在利益），以及此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回复：

猎龙公司目前还未进入实质性运营状态、还未开展业务，公司预计从本次交易中未获得利益（包括潜在

利益）。

出售公司持有的猎龙公司17.05%的股权，有利于公司聚焦电视互联网、智慧家庭核心业务，突出公司主

营业务，实现整体业务的战略转型升级，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

4、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回复：

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码002611.SZ）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

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我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九泰锐智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4,021 946,870.59 0.2286% 946,870.59 0.2286% 12

个月

九泰锐益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009,002 44,503,139.58 2.0119% 44,503,139.58 2.0119% 12

个月

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3,724 17,359,377.96 1.9783% 17,359,377.96 1.9783% 12

个月

九泰锐华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40,213 9,468,750.27 2.0883% 9,468,750.27 2.0883% 12

个月

九泰锐诚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98,766 4,418,749.14 2.0542% 4,418,749.14 2.0542% 12

个月

九泰泰富定增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702 1,578,122.58 0.4710% 1,578,122.58 0.4710% 12

个月

合计

5,292,428 78,275,010.12 78,275,010.12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7年4月24日数据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 26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浙江金固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代

码002488.SZ）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浙江金固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布《浙江金固股份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

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我公司现将

旗下基金投资浙江金固股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限售期

九泰久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065,338 232,500,037.14 7.7498% 201,274,986.78 6.7090% 12

个月

合计

14,065,338 232,500,037.14 7.7498% 201,274,986.78 6.7090%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7年4月24日数据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2017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三

B23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51� �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7-029

第一季度

报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000688� �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7-012号

第一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