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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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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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

0024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中海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忆明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

号

电话

021-58211308

电子信箱

yangyiming@cnshippingn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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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11,489.67 326,120,641.92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93,420.16 31,686,770.97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871,068.02 28,345,077.29 -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59,797.26 191,515,829.68 -10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65 0.1045 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065 0.1045 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4.3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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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443,107.18 1,374,739,111.36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0,954,764.60 754,726,144.44 3.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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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船舶运输

科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50.01% 151,653,667 0

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0% 12,129,6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8% 4,193,900 0

张雪勇 境内自然人

0.65% 1,960,055 0

董彩玲 境内自然人

0.53% 1,600,000 0

王倩倩 境内自然人

0.46% 1,400,000 0

孙树言 境内自然人

0.39% 1,187,300 0

周群 境内自然人

0.38% 1,167,258 875,443

励丹骏 境内自然人

0.37% 1,130,000 0

钟彦华 境内自然人

0.37% 1,121,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周群先生现在担任控股股东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委员、工会主

席。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雪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60,055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960,055

股。 公司股东王倩倩通过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00,000

股。 公司股东孙树言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7,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87,

300

股。 公司股东励丹骏通过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

13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30,000

股。 公司股东钟彦华

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1,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21,1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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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2017 年度经营计划安排，有序推进落实各项工作，经营生产健康平稳，财务指标

保持稳健。

（一）市场经营方面

在智能交通和交通信息化领域，报告期内成功中标四川省雅康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项目、上海外环

线机电设施维护项目、内蒙古高速公路 ETC系统项目、宁夏同海公路机电工程项目等一批项目。

在航运信息化领域， 加快推进航运标准化平台系统上船实施， 继续推进集团各公司信息系统实施工

作，配合集团金融业务板块进行信息化系统开发实施。

在港航和工业自动化领域，利用公司技术和市场基础，加强岸电项目研发及市场推广，承接了瓜达尔

国际码头逆功率吸收控制系统项目等项目。

在安防系统领域，立足上海区域，深耕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安防建设市场，报告期内中标上海市长宁公

安分局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系统建设三期项目工程、 上海市虹口区交通非现场执法取证系统建设项目等一

批项目。

（二）科技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供应链电商平台项目、船舶岸基供电项目等重点科研项目，通过关键技术研

发，聚焦市场落地和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公司业务发展。

（三）管理提升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事业部机制，强化业务板块协同。 继续优化事业部机制下业务板块布局，整

合公司内部资源，设立智能系统与产品事业部，积极开拓港口自动化和智能化市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股票简称：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002401� � � �编号： 2017-021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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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的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7年 8月 7日前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公司董事长周群先生召集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蔡惠星、周晓宇、瞿辉、张河涛、王清华、钱志昂参加了

会议表决。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经全体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8月 18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 2017 年 8

月 1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详见 2017年 8月 18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签署页；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002401� � � �编号： 2017-022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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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的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7年 8月 7日前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公司监事会主席戴静女士召集了本次会议，监事宋培新、程丽参加了会议表决。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三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 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

制的《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进行审核后，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公司 2017 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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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 18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 2017年 8月 18日的《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7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 2017年 8月 1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及签署页。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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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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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玻股份 股票代码

0026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海明 王鑫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20

号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20

号

电话

0379－65110505 0379－65110505

电子信箱

beibogufen@126.com beibogufen@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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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453,135.75 422,194,773.39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67,171.48 11,134,904.51 -33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205,940.08 -195,253.03 -15,88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60,513.29 25,104,949.68 -6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77 0.0119 -332.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77 0.0119 -332.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0.7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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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543,137.68 1,957,212,055.79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6,339,876.92 1,502,311,503.95 -1.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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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明 境内自然人

54.23% 508,201,421 381,151,065

冯进军 境内自然人

4.81% 45,081,991 18,032,796

高学林 境内自然人

3.57% 33,462,159 25,096,619

史寿庆 境内自然人

0.75% 7,065,317 5,298,986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2% 6,777,846 0

张媛 境内自然人

0.51% 4,810,000 0

白雪峰 境内自然人

0.43% 4,040,778 0

方立 境内自然人

0.42% 3,955,272 0

质押

1,040,000

蔡永其 境内自然人

0.41% 3,799,51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7% 3,493,6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

10

名股东中，高学明、冯进军、高学林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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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市场情况依然复杂多变，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面对各种压力，董事会和管理层坚持

规范运作，带领全体员工主动作为，紧紧围绕“严管理、抓项目、强研发、优服务” 的总体思路，坚持内强管

理与外拓市场并举，以降本增效为重点，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展各项工作。

1、立足降本增效，加强日常管控，增强人员综合利用。 在确保正常生产运行的前提下，深挖内部潜力，

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及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人均生产率，为提升产品竞争力打下了良好基

础。

2、继续深化内部管理改革，严格落实绩效考核机制。 全面推进完善管理内容，细化各项管理制度细则，

强化经理人责任目标承包制度，提高业绩工资比重，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特别是各事业部经理人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加大激励作用，切实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3、强化研发力度加快工艺升级步伐，推动技术创新改造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秉承“创新无止境，拼搏才

会赢”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改进、创新产品技术及性能，在完善现有技术产品的同时，不断向高端技术装备

领域探索，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产品附加值，保证公司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4、积极促进新纳入公司企业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布局优势。 报告期内，完成了广东北玻臻兴玻璃技

术工业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调整，按照其产品将其划分为三个独立事业部，实施经理人团队责任目标承

包制，为北玻臻兴的长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公司控股合并了“广东北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特

种玻璃、触控电子玻璃的研发、生产、销售。 于报告期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布局新的增长点，由建筑玻璃行业向消费电子玻璃市场延伸；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

） 表决权比例（

%

） 控股方

广东北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1 51

洛阳北玻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613� � �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3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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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 2017年 8月 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和方式：2017年 8月 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 3名。

4、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孟宪慧。

5、列席人员：高管人员。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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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及独立监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613� � �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4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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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 2017年 8月 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和方式：2017年 8月 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 9名。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学明。

5、列席人员：监事、高管人员。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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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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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远东传动 股票代码

0024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荣华 李茹

办公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北郊尚集镇昌盛路许昌远

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北郊尚集镇昌盛路许昌远

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374-5650017 0374-5656689

电子信箱

jrh16@126.com yuandongcaiwu@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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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434,302.12 482,096,033.03 4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866,557.79 62,572,025.85 3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7,024,109.27 42,144,696.90 10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576,671.39 30,170,156.02 17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 0.11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2.8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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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011,922.04 2,521,839,011.63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46,806,502.79 2,244,089,945.00 0.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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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延生 境内自然人

27.53% 154,446,200 115,834,650

史彩霞 境内自然人

3.43% 19,230,800 14,423,100

杨国军 境内自然人

2.14% 12,030,000 0

葛子义 境外自然人

1.62% 9,062,200 9,062,200

赵保江 境外自然人

1.51% 8,478,500 6,358,875

张卫民 境外自然人

1.41% 7,888,000 7,888,000

徐开阳 境外自然人

1.24% 6,961,000 6,961,000

王伟 境外自然人

0.99% 5,531,100 0

孟会涛 境外自然人

0.83% 4,632,600 3,474,450

赵留安 境外自然人

0.68% 3,820,700 2,865,5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延生、史彩霞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中未知相互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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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国内重卡市场受治超等政策影响，持续表现火爆。 报告期，公司积

极开发新产品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工艺改进、优化产品结构，开拓海外市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043.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44%；实现营业利润 10785.40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07.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6.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8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5月 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 的通知》

（财会〔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

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上

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列报的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002406�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17—025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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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二 0 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上午，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二 0一七年八月六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与会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延生先生召集，公司全体九名董事以

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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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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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8 月 6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7年 8月 16�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周建喜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7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的经济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7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7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公司董事

会编制的《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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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2017年半年度募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本次关于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

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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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透景生命 股票代码

3006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清 陈思菡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

572

弄

115

号

1

幢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

572

弄

115

号

1

幢

电话

86-21-50495115 86-21-50495115

电子信箱

info@tellgen.com info@tellgen.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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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47,960.88 93,834,901.37 2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136,717.95 39,197,152.44 2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2,521,593.98 37,838,988.26 1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537,972.23 33,005,227.56 -2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94 0.87 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94 0.87 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6% 18.63%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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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405,808.48 340,527,968.97 15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6,178,143.35 288,652,497.74 182.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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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见儿 境内自然人

20.22% 12,131,000 12,131,000

凌飞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3% 8,358,000 8,358,000

启明维创（上

海）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8% 6,286,000 6,286,000

上海荣振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3% 5,000,000 5,000,000

上海张江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3% 5,000,000 5,000,000

质押

4,000,000

上海浦东新星

纽士达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3,000,000 3,000,000

周爱国 境内自然人

3.33% 2,000,000 2,000,000

上海景人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7% 1,600,000 1,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金鹰核心资源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7% 1,000,000 0

苏州启明创智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7% 1,000,000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姚见儿先生担任景人投资的普通合伙人，直接持有景人投资

37.125%

的财产份额。

2

、公司股东周爱国、牛正翔和景人投资与姚见儿系一致行动人。

3

、公司

原股东浦东科投分立设立的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股东纽士达创投

100%

的股权，同时其持有张江创投

9.22%

的股权；

4

、上海启明、苏州启明和天津启明系

由同一管理团队控制的不同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企业。

5

、公司股东凌飞集团实际控

制人俞张富和荣振投资实际控制人何忠孝共同投资上海欧奈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许厚良持有公司

116,744

股，其中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2359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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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医疗器械业

随着医药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以及分级诊疗等相关政策的实施， 体外诊断市场呈现持续发展态

势，尤其是在政府推动下县级医院快速发展，体外诊断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大。 同时，越来越多优秀的企

业进入体外诊断行业，行业竞争开始加剧。 2017年上半年，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进一步加

大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开展各个平台的产品研发，特别是新产品的研发，不断丰富公司的产品

线，公司产品的市场覆盖面进一步提高。

（一）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公司发展步入崭新的阶段

报告期内，在公司全体股东的支持下，在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获得了证监会的批准。根据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35 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00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6,000万股，并于 2017年 4月 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公司步入一个崭

新的发展阶段。 公司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并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大产品推广力度，以

更好地满足市场与客户的需求。

（二）公司经营情况稳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11,894.8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76%；营业利润 5,301.31 万元，同比增长

22.58%；净利润 4,713.67 万元，同比增长 20.26%。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 87,440.58 万元，同比增长

156.78%；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达 81,617.81万元，同比增长 182.75%。 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详见本

节“二、主营业务分析” 。

（三）产品市场覆盖率进一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市场开拓力度，成功组织了多次大型的市场活动，公司产品的知名度有较大的

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覆盖面进一步提高。

（四）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技术平台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线

公司一直注重研发投入， 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可以确保公司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

于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共计 1,243.86万元，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46%，同比增长

33.06%。 目前公司在研的研发项目有 60余个，未来这些项目的研发成功，将会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新成品，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将不断得以提升。

在开展项目研发时，公司也十分重视研发团队建设，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54 人，占公司

总人数的 18%；其中博士 5人、硕士 2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研发人员总数的 92.59%。 高比例的研发

人才队伍和高学历的技术团队在人力资源方面为公司不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技术、 新产品提供了保

障。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序推进

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按照实施计划有序开展。 公司的“体外诊断医疗器

械产业化项目”的基础建设部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有望于明年完成基础建设。

（六）持续完善信息披露，增强与投资者沟通

成功在深交所上市后，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范指引，对公司各类应披露事项进行了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 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与投

资者的沟通，公司分别于 5月和 6月举办或参与了多次的投资者调研活动，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有效地沟

通与交流。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公司盖章：

2017年 0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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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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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 8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7 年

8月 18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08月 18日

2017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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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06�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17-02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642� � � �证券简称：透景生命 公告编号：2017-034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01� � � �证券简称：中远海科 公告编号：2017-02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13� � �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0�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