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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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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5,731,407.35 163,648,014.77 7.38%

营业利润 41,433,674.45 37,536,589.84 10.38%

利润总额 41,074,556.64 38,691,575.91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32,523.84 29,003,165.35 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14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3.42% -0.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82,338,661.54 963,872,904.55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6,865,142.28 887,148,379.55 1.10%

股本 202,300,000.00 202,3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43 4.39 0.91%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573.14万元，同比增长7.38%。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143.37万元，同比增长10.38%；实现利润总额

4,107.46万元，同比增长6.1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23.25万

元，同比增长4.24%，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及毛利率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39%，同比减少0.03%。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7年6月30日，总资产98,233.87万元，较期初增长1.9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9,686.51万元，较期初增长1.1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4月28日披露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1-6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至20%,2017年1-6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900.32万元至3,480.38万元。

本业绩快报公告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为4.24%，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23.25万元，与

上次预测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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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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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夏智慧；股票代

码：000662）于2017年6月5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并与当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此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每隔5个工作

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期间，公司于2017年7月5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63）。上述信息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如下：（1）交易对手方:公司董事兼总裁夏建统

先生实际控制的睿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2）标的情况：杭州睿康物联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标的公司已与印度尼西

亚两家公司签订出价函，初步确定购买其所实际控制的印度尼西亚某上市公司的

股权。该公司是印度尼西亚领先的智慧城市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公司，主要

两部分业务包括为与智慧城市建设和服务相关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业务

和交通等公用设施建设及运营业务。（3）交易方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落实安排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公司计划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会

议，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由于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方案仍在筹划

之中，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认真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鉴于本次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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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设立中国首家现代农业服务平台 世界银行等巨头纷纷参与

“耕地质量退化” 、“农业劳动生

产率低下” 、“农产品品质不高” 等都

是我国农业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普遍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

升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及大范围

推广科学种田。 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提

升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推广科学

种田并不容易，我国在农业现代化方面

长期进展缓慢，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缺乏强大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刘信认为，农

业社会化服务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

支撑，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工程和必由

之路。

为彻底改变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领域的现状，由金正大（002470）发起

并控股，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华夏银行等各方共同参与的 “金丰公

社”于2017年7月1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据了解，“金丰公社” 是中国首家现代

农业服务平台，该平台将聚集种植业产

业链上的全球优质资源为中国农业提

供服务，从而实现“让世界为你种田，

为农业创造无限可能”的目标。 有业内

专家表示，“金丰公社” 的横空出世有

望引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进入跨越

式发展阶段，有助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

我国农业模式亟待变革

农业服务市场迎来春天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以来，中国的农业实现了快速

发展，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

的人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相比美国、

日本、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农业

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一是我国农业劳

动生产率很低，不仅远远低于美、欧、日

等发达国家， 还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二是我国生产的农产品品质普遍较

低，高端农产品大量依赖进口。

有观点认为，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落

后的原因在于农业的组织结构落后，以

农村家庭分散种植的农业组织形式严

重制约了现代化农业机械、 农业科技、

科学种植、无人机、遥感技术、信息技术

等在农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也阻碍了

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

农业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已形成从种到收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

当地大田农场主不进行实际耕种，而由

专业的农业服务公司进行种植管理，收

成由大粮商收购，不但提升生产效率和

保证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更能够保障农

场主利益。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党委副书记刘信介绍，美国、德国、日

本等农业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公司

+�农场” 、“公司+�农户” 、农业合作社

等社会化服务模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他们的经验做法值

得借鉴。以美国为例，平均1个农民能养

活128个人的背后，有2个人为其提供生

产资料服务， 有7个人为其提供产品加

工和销售服务，正是其健全完备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大提高了农业技术

水平和生产能力。

为改变我国农业水平整体落后的

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农业发

展的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

发出了14个指导“三农” 的“一号文

件” ，其中一个重要政策导向是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据《农业部关

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意见》，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放在突出位置，把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

量和效率作为主攻方向， 创新体制机

制，优化农业产业体系，使农业供需关

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建立健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关键。 2017年6

月9日， 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了

《关于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

的实施指导意见》，要求紧紧围绕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带领小农户

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目标，兼顾促进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政策引导小农户

广泛接受农业生产托管、机械化烘干等

社会化服务，努力培育主体多元、竞争

充分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要把

突破小规模分散经营制约、发展农业规

模化生产作为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的关键。 该指导意见的出台，预示着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将迎来蓬勃发展

的春天。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我国土地流转

加快，规模化种植逐渐替代农民分散种

植，种植户的需求逐渐转变为对农产品

品质、农技信息化、产销对接以及信用

融资等全产业链需求。这一需求变化也

为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提供了现实基础。

“金丰公社” 就是在顺应我国农业

供给侧改革，符合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

方针的基础上成立的，未来有望在促进

国内农业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农业产业

体系、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金丰公社定位平台型公司

汇聚全球资源为农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

与传统 “农机合作社” ，“植保合

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农业社

会化服务机构相比，“金丰公社” 最大

的特点就是自身不生产产品或提供服

务，而将致力于打造一个能够整合农业

全产业链资源的大平台，通过市场化运

作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服务。用金正大

集团董事长万连步的话讲：“金丰公社

将汇聚种植业产业链全球资源，通过平

台打造和整合，让这些优质资源为中国

农民提供诸如土壤修复、全程作物营养

解决方案、农作物品质提升、农机具销

售租赁、农技培训指导、机播手代种代

收、农产品品牌打造、产销对接、农业金

融等全方位的农业服务。 ”

在整合农业产业链上游资源方面，

“金丰公社” 联合世界领先的化工集团

巴斯夫、拜耳，全球最大的氮肥、钾肥企

业， 全国最大的农业无人机企业等，力

争为全国农业生产者提供全球最优质

的农资产品；与此同时，“金丰公社” 还

将联合蚂蚁金服等金融机构为农业生

产者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在聚集中游农业服务机构方面，

“金丰公社” 将与中国重要种植区域

的合作伙伴一起建立1000家左右的县

级农业服务机构， 为中国5000万农民

提供全方位多元化农业服务。 单纯优

质的农资并不足以帮助让农业生产者

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品质，还

需完善的农化服务。 例如，土壤改良、

新型肥料的使用、 全程作物营养解决

方案、 农作物品质提升等都需要非常

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这些技能是大部

分农业生产者不具备的，“金丰公社”

平台上的农业服务机构都需配备农业

种植方面的专业人员， 可以对农业生

产者进行有效指导， 或帮助农业生产

者快速掌握上述知识和技能；另外，农

业生产者甚至可以将农业种植完全托

管给“金丰公社” 平台上的农业服务

机构，只需缴纳一定的服务费，就可享

受专业的全程种植服务。

在整合农业下游资源方面，“金丰

公社” 联手正大集团、 阿里乡村大农

业、百果园、京东农业等搭建产销对接

的高效通道，破解农产品卖难和卖价低

等难题，让农业生产者在增产、增质的

同时也能增收。

长远来看，“金丰公社” 还将运用

农业物联网、遥感技术等积累的海量农

业大数据。这些海量的大数据不仅可以

用于指导农民种植规划，也与农产品流

动方式和价格产生良性相互影响，引领

中国农业智能化发展，开启中国农业未

来无限想象。

世界银行、阿里等巨头

纷纷参与 盈利前景可期

基于其良好的商业模式和巨大的

社会效益，“金丰公社” 成立之初就吸

引了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洲

开发银行、华夏银行、阿里乡村大农业、

蚂蚁金服务、巴斯夫、拜耳等众多巨头

的参与，参与方式包括参股、业务合作

等多种形式。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全球制造业、

农业与服务业发展局局长Sérgio� Pimenta

表示，非常看好“金丰公社” 能够引领

中国农业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 除了

政策及行业给农业服务铺设的优沃土

壤外，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金正大集

团在背后提供的坚实支持， 金正大在

产品端积累的领先种植业解决方案及

在农资行业的影响力和拉动力， 能够

让“金丰公社” 前期发展迅速积累合

作伙伴和渠道网络；另外，金正大强大

的农业科技研发实力和行业首屈一指

的品牌忠诚度能够为 “金丰公社” 保

驾护航；最重要的是，金正大具备对服

务于农民和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的强烈使命感。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代表本·滨

瀚指出，亚洲开发银行非常希望在中国

投资一些创新农业项目，因为他们致力

于改善人民福利，改变劳动状况和雇佣

问题，他们和“金丰公社” 拥有类似的

愿景，他认为成立“金丰公社” 是非常

具有创新意义的。

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李岷

表示，华夏银行将与IFC以“金丰公社”

为起点，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开展合作，

形成资源互补、经验共享、信息互通，共

同把握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机遇；在金

正大、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和华

夏银行的共同努力下，“金丰公社” 会

将先进的种植管理模式和理念带到千

家万户，为种植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全方

位服务，“金丰公社” 必将成为世界一

流的综合性农业服务平台。

阿里乡村农业生产商家合作及创

新部总经理王延哲认为，土地流转规模

化一定会推动家庭农场以及规模型农

场的出现，养殖业已经为种植业做了非

常好的表率，我国现在的种植业已经向

种植工业化迈进， 并且速度非常快，农

业服务发迎来了很好的机遇。

有证券分析人士认为，“金丰公

社” 之所以能够吸引各大巨头纷纷参

与投资或合作，除其对中国农业发展可

能有重大推动作用外，更重要原因应该

还是“金丰公社” 良好的盈利前景。 他

指出，尽管“金丰公社” 高层一再强调

挣钱不是“金丰公社” 的主要目的，但

鉴于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巨大的

市场空间，“金丰公社” 作为中国首家

现代农业服务平台，未来大规模盈利或

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我国农药、化肥等

农资产品的增长已接近天花板，向农业

社会化服务要利润就成为企业发展和

业务创新的重要方向，以耕、种、收为

例，近几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服务

领域、跨区范围不断扩大，市场容量在

2020年可能超过8000亿元。

（CIS）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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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7月25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创业

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

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英搏尔

（二）股票代码： 30068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56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890.0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

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

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7号

联系人：邓柳明

电话：0756-6860880

传真：0756-6860881

2、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16层

保荐代表人：严胜、龚思琪

电话：0755-25869000

传真：0755-25869832

发行人：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1日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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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者

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隆盛科技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６８０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６

，

８００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１

，

７００

万股

，

均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

三

、

联系方式

１

、

发行人

：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无锡新区城南路

２３１－３

号

联系人

：

徐行

电话

：

０５１０－６８７５８６８８－８０２２

传真

：

０５１０－６８７５８６８８－８０２２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保荐代表人

：

林文坛

、

杜涛

电话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５７７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