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一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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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
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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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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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Ａ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健盛集团

６０３５５８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司代码:603558

姜风

姓名

／

电话

证券事务代表

张望望

王莎

０５７１－２２８９７１９５

０５７１－２２８９７１９９

办公地址

杭州萧山经济开发区金一路１１１号

杭州萧山经济开发区金一路１１１号

电子信箱

ｚｗｗ＠ｊａｓａ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ｗａｎｇｓｈａ＠ｊａｓａ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ｃｎ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２，３１１，６３３，７７７．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８５５，０５２，６７７．０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５．９０

１，８４０，２２６，０５３．３７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币种:人民币

２，４５６，６７４，８８８．９１

上年同期

０．８１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５５，８７２，７２７．３６

１６１，１５６，１０８．４１

４５９，９７３，８９７．９６

２９７，９８８，４３２．３３

５４．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６５，０９７，３９６．３５

７５，９１４，５８８．７１

－１４．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营业收入

－６５．３３

５２，３３１，４５５．３３

３６，０４６，４２５．５８

４５．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４８

５．８２

减少２．３４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８

０．２３

－２１．７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８

０．２３

－２１．７４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１８，０７９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
％）

股东性质

股东名称
张茂义

境内自然人

杭州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余普裕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４４．７８

１６５，９１９，２７５

１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３．８１

１４，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０ 无

０

１３，１２５，０００

１３，１２５，０００ 无

０

３．５４

６０，６５０，０００

胡天兴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７

１０，６４０，０００

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２

１０，０８８，８１５

７，０５０，０００ 无

新余瑞裕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３

９，３７５，０００

９，３７５，０００ 无

０

李卫平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

７，６２５，０００

０ 无

０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０

公告编号：2017-062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
7月14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7年7月17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九
号数码科技广场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董事闫国荣先生因公务未能
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郭为先生代为表决。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的结果审议通
过了《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7年3月21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核实及论证，上述事项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3月28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2017
年5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
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22日（
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告《
神州数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5）、《
关于筹划
公告编号：2017-036）。2017年6月5日公司第八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7年6月16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开市起
继续停牌。详见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
告编号：2017-045）、《
公告编号：2017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6）、《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2）。
051）、《
停牌期间，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
积极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结合尽职调查情况，上市公司会同中介
机构与各交易对方就重组事项多次进行谈判、沟通、论证。同时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
格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原预计在2017年9月22日前按照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证券代码：002823

证券简称：凯中精密

境内自然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金石１号证券投资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信托

变更前股票简称

董事会秘书

B51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2017年 7 月 18 日 星期二

２．０５

７，６０６，１００

０ 无

０

２．０２

７，４９８，８５０

０ 无

０
０

孔鑫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无

上海晨灿投资中心（
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无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
发２３５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健盛集团

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０

浙江硅谷天堂产业投资管
境内非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健盛投资基金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无

北京鑫达唯特投资管理中
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７，０５０，０００

深圳市创东方长盈投资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７，０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７，０５０，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杭州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余普裕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及新余瑞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均为郭向红，郭向红系张茂义之配偶。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经济形势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态势。GDP、就业、无论是发电量、用电量、货运量、
进出口等等,尤其是企业效益,都延续了一季度向好态势。经济结构优化态势十分明显。第一,消
费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超过“
半壁江山”,
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第三,我国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等新动能正在蓬勃壮大。同时我们也面
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消费短期稳定,下行压力犹存;投资回暖基础不牢,未来下行压力增加;进
出口增速双双由负转正,贸易差额有所下降;人民币汇率与外储实现了双稳定,通缩压力依然存
在;企业杠杆率高企,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然不能忽视。
纺织服装行业处于结构性复苏阶段,终端需求将保持了10%左右增幅,报告期服装类零售
额累计增幅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纺织品服装出口累计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提升。 品牌服饰方
面,跨境电商及国内电商行业处于高景气度阶段,中高端女装和中高端商务休闲男装走出调整
期,纺织制造板块中的优质供应商有望在产品导向消费升级趋势推动 下实现收入和利润空间
的双重提升。原材料方面随着全球棉花以及中国棉花进入去库存周期,内外棉价格从长期来看
呈现底部逐渐抬升趋势。同时,东南亚地区由于人力成本及各项政策优惠,逐渐承接纺织产业
转移,国内新疆地区受到政府多项政策支持,成为棉纺企业转移产业的地区。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但交易各方未能就合作条件、
收购方式、交易价格等内容在核心交易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
本次交易。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7月18日开市起复牌。同时，根据相
关规定， 公司承诺自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3）
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信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17-063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暨公司证券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证券代码：000034）将于 2017年7月18日开市
起复牌。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的议案》，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从事互联网营销平台业务的公司的全部股
权。具体包括：（
1）天津快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北京快友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林森先生；(2)非凡互联（
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上海菲竹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吕小非、吕小凡；（
3）北京喂呦科技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为唐阳先生。以上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2、报告期主要工作
2.1稳固发展外销市场,大力拓展新客户
2016年度公司外贸销售方面出现了多年来首次调整的情况,公司加大了新客户开发力度,
同时也对销售策略进行了优化调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报告期实现出口销售5461万美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了51%。PUMA、迪卡侬、冈本等老客户增速较快,同时公司2016年开发的HM、UA
等品牌开始贡献较大业绩。公司目前外销客户结构进一步改善,有利于保障未来几年公司产能
增长的订单消化。
2.2继续探索国内自有品牌的发展,积极推进内销市场
报告期,JASAN HOME自有品牌有效门店39家,店面形象进行了统一的更新改善,产品品
类已覆盖袜类、家居服、巾类、内裤、文胸、运动系列等六大品类,SkU1200余款。自有品牌建设
初期,公司采用稳步推进的发展策略,稳步推进全渠道营销模式,以会员体验消费,服务顾问模
式的新零售模式在快速建设中。同时我们加大了对国内B端(business即商家)客户的重视与开
发,继续在电子商务方面进行有效的尝试。
2.3 有效推进重大建设项目
各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杭州智能化工厂、江山健盛产业园建设如火如荼,健盛越南袜子二
厂与辅料工厂均在报告期顺利投产,江山针织、越南印染两地染色项目生产也步入正轨, 越南
地区染色项目已实现自给自足,满足越南地区纱线染色的需求。
2.4 顺利做好董事会换届工作
关于提名浙江健盛集
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2017年5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5 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报告期完成了俏儿婷婷项目相关报批文件的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回复、证监会
的材料文件报送、反馈回复等一系列工作。并于2017 年 6 月 8 日通过了经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7 年第 2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的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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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7年7月17
日上午9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7
月13日以邮件、直接送达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由董事长张茂义先生
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
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二)、 审议通过 《
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3558

证券简称:健盛集团

公告编号:2017-052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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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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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以电话、直接送达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7年7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水英女士主持,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一)、审议并通过《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二)、审议并通过《
告的议案》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严格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使用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按照《
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本公司相关规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7月17日

2、交易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重组的具体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可能根据交易进展进行调整。
3、与交易对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
1）天津快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①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天津快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② 标的定价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应当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经各方协商确定。
③ 支付方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数量及比例将在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时确定。
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
2）非凡互联（
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①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非凡互联（
② 标的定价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应当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经各方协商确定。
③ 支付方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数量及比例将在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时确定。
（
3）北京喂呦科技有限公司
①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北京喂呦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② 标的定价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应当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经各方协商确定。
③ 支付方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数量及比例将在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时确定。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停牌期间，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
积极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结合尽职调查情况，上市公司会同中介
机构与各交易对方就重组事项多次进行谈判、沟通、论证。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自启动以来，各方均积极的推进本次重组工作，就合作条件、收购
方式、交易价格等内容与重组各方进行了深入沟通、磋商与论证。但经多次沟通与磋商，交易
各方未能在核心交易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交易。公司于

2017年7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对于终止本次交易，交易各方均无需承担
法律责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公司将立
足主业，在现有业务规划的基础上，推动公司总体经营的稳定发展。同时，公司将继续围绕主
营业务寻求产业投资、并购和行业整合的机会，在努力进行内生式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外
延式发展的机会，推动公司的总体发展。
五、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程序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
2017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的议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基于审慎判断并与交易各方充分协商之后作出的决定，符
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履行了必
合《
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我们同意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符合；终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原因合理，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神州数码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
间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神州数码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
作情况相符；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原因合理，符合《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九、公司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证券代
码：000034）将于2017年7月18日（
周二）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
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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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7-064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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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凯中精密"）于2017年7月10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360号），要求公司对投资设立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并购基金--坤裕
凯中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作出补充披露。根据问询函
的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作了认真自查，现就《
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请核实本次交易是否属于《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修订）》中第
7.1.1条规定的风险投资范畴，如是，请自查并核实你公司是否已按照风险投资的规定对本次
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回复：
公司本次交易不属于《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修订）》中第 7.1.1 条规
定的风险投资范畴。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修订）
》
中第
2015
7.1.1 条规定如下：
"本节所称风险投资，包括股票及其衍生品投资、基金投资、期货投资、以非房地产为主营
业务的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以上述投资为标的的证券投资产品以及本所认定的其他投
资行为。
以下情形不适用本节风险投资规范的范围：
（
一）固定收益类或者承诺保本的投资行为；
（
二）参与其他上市公司的配股或者行使优先认购权利；
（
三）以战略投资为目的，购买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超过总股本的10%，且拟持有三年以上
的证券投资；
（
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进行的投资。"
公司拟与北京坤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坤裕基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吴瑛女士等共同投资设立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并购基金--坤裕凯中高端精密制造
产业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坤裕凯中基金"、"基金"），目的是为便于并购项目运作，
快速锁定并购标的，同时利用社会资金，减少并购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占用，降低并购项目
财务成本和投资风险。
坤裕凯中基金将投资于符合基金投资方向的优质标的公司的股权（
非上市），包括控股权
或参股权。基金是为布局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协同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项目而设
立，不属于股票及其衍生品投资、基金投资、期货投资等风险投资行为。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因此，经公司核实认为，本次交易不属于《
2015 修
订）》中第 7.1.1 条规定的风险投资范畴。
问题2：请补充披露投资中心是否为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如是，请提供相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上市公司与
关证明；如否，请自查你公司是否符合《
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
五）项的规定，并严格按第二部分第（
四）
2016年修订）》第二部分第（
项的要求出具承诺。
回复：
坤裕凯中基金是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营业务产品发展策略
公司主要从事核心精密零组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换向器、连接器、
高强弹性零件、汽车轻量化零件及多层绝缘线等，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办公设备、医疗
器械、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电气控制及其他领域。公司以"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精密制造企
业"为战略目标，聚焦核心精密零组件业务，明确主营业务产品布局的两大核心发展策略：其
一，围绕"大客户"发展，在现有大客户基础上开发更多现有客户需要的产品；其二，围绕汽车
产业展开，持续发展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电池精密零部件等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产品和业
务。
为了快速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电池精密零部件等高端精密制造战略领域
的配套产品供应能力，抢占先机，做大做强相关业务，公司采用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并购相结
合的发展策略。公司已在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精密零部件领域布局了换向器、连接器等产
品， 在保持现有主营业务产品稳定增长的同时， 公司持续不断地在开发新能源汽车电机、电
控、电池精密零部件领域的其他产品。
二、并购基金的投资方向和设立目的
公司在内生式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外延并购的步伐。 本次公司投资设立坤裕凯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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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了借助并购基金的投资能力、资金实力，快速切入相关战略领域，尤其是推进公司在新
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电池精密零部件领域的投资并购，布局相关产品，进一步丰富主营业务
产品目录，扩大市场覆盖，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根据合作协议， 本次公司拟投资设立的坤裕凯中基金投资方向为"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
控、电池精密零部件等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优质成长性企业（
不涉及早期风险投资项目），以
及其他与凯中精密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协同性、符合凯中精密发展战略的产业领域"。
坤裕凯中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对外投资、退出等重大事项做出决议。公司向基
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派1名委员， 基金投资项目的决策需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
方可通过。公司承诺：在坤裕凯中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公司将确保委派
至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委员，仅对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电池精密零部件等高端精密制造
领域，以及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协同性、符合凯中精密发展战略的产业领域的投资项
目投赞成票。
因此，公司认为坤裕凯中基金属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
问题3：坤裕凯中基金的具体的管理方式、你公司及吴瑛女士在基金中所拥有的权利与义
务，包括但不限于在基金中的投资决策权、收益权、具体分红比例、管理权等权利，以及资金投
入、风险承担等义务；并结合实际情况，具体说明你公司与吴瑛女士是否具备相应管理能力及
风险承担能力。
回复：
一、基金的管理方式
坤裕基金是坤裕凯中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担任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坤裕
基金将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执行合伙事务，负责执行基金的募资、运营管理和投资业务等事
宜。
公司及吴瑛女士是坤裕凯中基金劣后级的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承担有
限责任。
二、公司、吴瑛女士的权利与义务
1、权利
（
1）投资决策权：公司及吴瑛女士享有向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各委派1名委员的权利。
（
2）收益权及分配比例：公司及吴瑛女士享有基金退出后实现收益的分配权。基金在进行
投资收益分配时，按如下顺序和比例分配：1）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收回投资
本金及约定收益；2）夹层级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收回投资本金及约定收益；3）劣后
级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依次收回本金；4）超额收益部分，普通合伙人分配20%，其余部分
分配给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其中，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夹层级有限合伙人的约定收益率以最
终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
3）公司对基金的并购标的拥有优先收购权，除非公司放弃优先收购权，否则基金的并购
标的不得出售给其他方。
（
4）基金的运营管理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坤裕基金负责，公司及吴瑛女士不参与基金的运
营管理。
2、义务
（
1）资金投入：公司承担不超过1.35亿元人民币的出资义务；吴瑛女士承担不超过1.55亿
元人民币的出资义务。
（
2）风险承担：
公司及吴瑛女士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及吴瑛女士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对基金的优先级、夹层级份额承担劣后义务：只
有在优先级、夹层级投资人全额回收本金和约定的投资收益后，公司及吴瑛女士才能分得本
金和投资收益。在基金运营管理不善或外部风险发生的情况下，基金资产有可能出现不足以
覆盖优先级、夹层级本金和约定收益的情况，或是基金资产在优先级、夹层级回收本金和约定
收益后，无法足额覆盖劣后级投资人本金，将会造成公司及吴瑛女士的投资本金损失。
三、公司、吴瑛女士的管理能力及风险承担能力
1、管理能力
坤裕凯中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为坤裕基金，负责募集优先级和夹层级资
金、管理基金日常运营事务、基金投资项目发掘、代表基金行使被投资企业的股东表决权、投
资项目投后管理的日常工作沟通，以及向合伙人会议汇报投资项目动态等事宜。公司及吴瑛
女士为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基金日常管理，仅参与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资决策，以其认缴的出
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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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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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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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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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会议由董事长王国生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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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陈磊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负责人马滨岚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Ａ股

反对
比例（
％）

票数
１０１，９６３，６１５

９９．５７７８

票数

弃权
比例（
％）

４３２，２９４

票数

０．４２２２

比例（
％）
０

０．００００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Ａ股

同意
票数
１０１，９６３，６１５

反对
比例（
％）
９９．５７７８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票数
４３２，２９４

弃权
比例（
％）
０．４２２２

票数

比例（
％）
０

０．００００

票数

Ａ股

反对
比例（
％）

１０２，３９５，９０９

弃权

票数

比例（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票数

０．００００

比例（
％）
０

０．００００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Ａ股

２０．１０８９

反对
比例（
％）

１０２，３９５，９０９

票数

比例（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
０

反对
比例（
％）

票数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８，５５９，８１５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８，５５９，８１５

９５．１９２５

４３２，２９４

４．８０７５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９９２，１０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４

关于聘请公司２０１７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８，９９２，１０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

９５．１９２５

４３２，２９４

４．８０７５

票数

比例（
％）
０

停牌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相关各
方正积极商讨、论证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截至目前，公司正与交易对方进行沟通交易方案，已
全面启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以及国资审批等相关程序。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起继续停牌。公司前期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时间计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即公司股票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工作，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自2017年6月19日起预计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公告了事项进

项涉及的交易标的、交易对方数量较多，工作量较大，具体重组方案论证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重大事项继
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17日、6月24日披露的《

因此无法按期复牌。

０．００００

弃权

比例（
％）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相关股权资产的
重大事项，其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故此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

票数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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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月19日起停牌，因上述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3日

弃权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公告编号：临201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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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股东类型

１０２，３９５，９０９

证券简称：江苏有线

派1名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所作决策需经全体委员同意方可通过。坤裕凯中基金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管理基金日常运营等事务，公司不参与基金日常运
营管理。因此我公司对坤裕凯中基金不拥有实际管理权或控制权。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
基础予以确定，因此公司不将坤裕凯中基金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基金投资标的为非上市公司股权，预计持有期超过1年，公司对本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将按成本法进行核算。坤裕凯中基金将作为独立会计核算主体，将单独建账并编制财务报告，
并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向全体合伙人提交投资活动总结及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
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同时结合证监会会计部《
2015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提及
的"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判断，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发
起设立、管理或投资的结构化主体，当公司拥有对结构化主体的权力、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
能力运用对结构化主体的权力来影响其回报的金额时，应将该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范围"。
依据目前公司公告相关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是否具有控制进行判断：
1、是否拥有结构化主体的权力的判断
从管理决策来看，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对外投资、退出等重大事项做出决议。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所有决策均需经全体委员同意通过方可执行，投委会各方均
有一票否决权，故投委会各方均为结构化主体的权利方，非公司主导机构作出决策，该权力并
非单独一方拥有。
2、享有可变回报主要方的判断
从收益分配机制来看，可变回报被分类为优先级和劣后级，1）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实
缴出资比例，收回投资本金以及约定收益；2）夹层级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收回投资
本金及约定收益；3）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依次收回本金；4）超额收益部分，普通合
伙人分配20%，其余部分分配给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其中，优先级享有固定回报，劣后级则不具有固定回报，吸收了来自信用/利率风险的损
失，二者具有显著不同的性质，劣后级与实体的经营活动最相关，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吴瑛女士作为劣后级权益人，从出资比例来看考虑承担的风险，公司未承担最
大的风险敞口，对该项基金不具有控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对该基金不具有控制定义中的"权力"要素，且不具有有能力运用对
结构化主体的权力来影响其回报的金额，同时公司并非是享有可变回报的主要方。故我们判
断，公司对该基金不具有控制，无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问题6：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参与或拟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是否在投资基金中任职，如有，应当说明认购份额、认购比
例、任职情况、主要权利义务安排等。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吴瑛女士参与认购坤裕凯中基金不超过15.5%的份额。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吴瑛女士、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琪女士将担任基金的投资
决策委员会委员。除此之外，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计划
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并且没有计划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问题7：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并且拟参与基金的其
他投资者尚未确定，基金的合伙协议尚需合作各方协商确定，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
合作投资（
2016 年12月30 日）》的有关规定，在后续基金发生规则规定的相关情形时，及时履
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8日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表决情况:

１４

股）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公司作为换向器龙头企业，是戴姆勒（
奔驰）、博世等全球知名跨国企业的战略供应商，长
期从事精密零组件制造行业，定位中高端市场，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等领域，经过多年的积
淀，在产品设计、模具开发、工艺水平、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公司对精密制造行业和汽车行业有深入了解； 吴瑛女士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期以来参与公司有关投资和经营的重大决策，拥有丰富的投资管理专业能力和经验。因
此，公司、吴瑛女士具有对高端精密制造领域项目/企业进行价值、成长性评估的专业能力和经
验，对基金项目选择有良好的判断能力，能够胜任坤裕凯中基金的投资决策职责，具备相应的
管理能力。
2、风险承担能力
公司、吴瑛女士本次投资主要风险及防范措施如下：
（
1）并购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项目退出不确定性较大、流动性较低等特点，投资回收期
较长以及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吴瑛女士将对基金拟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充分考虑项目的收益、期限及不确定因
素，谨慎决策，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
2）并购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
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
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需对拟投资项目制定详细可行的投资方案和实施计划， 进行充分尽职调查，
加强投后管理，并与公司、吴瑛女士等合伙人及时沟通已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防范投资失败
风险。
公司及吴瑛女士均以自有资金向坤裕凯中基金出资，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各自的认
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次基金出资为认缴制，将根据投资项目实际情
况逐步投资，有利于控制风险。基金选择的投资项目须是具有一定业绩规模且具有稳定商业
模式的企业，风险相对可控。本次投资金额占公司、吴瑛女士资产比例较小，投资风险可控。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公司及吴瑛女士作为坤裕凯中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基金日常
管理，仅参与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资决策；公司及吴瑛女士拥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
问题4：坤裕凯中基金的具体投资方向。请根据拟投资项目的情况，核实并说明发起设立
坤裕凯中基金事项是否可能导致新增同业竞争或新增关联交易；如是，应当说明是否已做出
相应安排。
回复：
坤裕凯中基金投资方向为：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电池精密零部件等高端精密制造领域
的优质成长性企业（
不涉及早期风险投资项目），以及其他与凯中精密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
协同性、符合凯中精密发展战略的产业领域。
目前坤裕凯中基金有明确的投资方向，但具体的投资项目尚未明确，届时需按相关规定
履行决策程序。基金未来如果收购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资产，则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为有效避免和解决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公司对基金的并
购标的拥有优先收购权，除非公司放弃优先收购权，否则基金的并购标的不得出售给其他方。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吴瑛女士将在基金合伙协议签署前出具书面承诺，承
诺不会采用任何方式拥有坤裕凯中基金的每个投资标的所涉及资产/股权/业务的实际管理、
运营权，从而避免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吴瑛女士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因此，吴瑛女士参与认购基金份额，属于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本议案拟提交至2017年7月26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坤裕凯中
基金在设立后如果拟与公司进行交易，公司将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并按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问题5：你公司是否对坤裕凯中基金拥有实际管理权或控制权，以及你公司对该产业并购
基金的会计处理方式，是否将该投资中心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你公司审计机构进行核
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公司做为坤裕凯中基金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比例不超过13.5%。基金设投资决
策委员会，对基金对外投资、退出等重大事项做出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其
中：凯中精密委派1名委员，吴瑛女士委派1名委员，坤裕基金委派2名委员，其他有限合伙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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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停牌公告》，于2017年7月1日、7月8日、7月15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重大资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产重组相关进展公告》及《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进展公告》。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因信息的不确定性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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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如下：

动，公司特申请延期复牌。按照《
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规定，经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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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19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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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

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锋、何雨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和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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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7日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参控股的各区县广电网络公司的剩余股权， 交易对方为各区县广
电网络公司除江苏有线外的其他股东。由于涉及的标的较多，目前仍处于沟通谈判过程中，
具体参与交易的标的公司、交易对方需待各方商议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确定。
（
二）交易方式

五、风险提示
公司继续停牌期间，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
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三）标的资产的行业类型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资产属于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年）》电信、广播
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行业中的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行业（
I63）。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