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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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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本公司已于2017年8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发布了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40）。本次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

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8月22日（周二）下午2: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下午15:00至2017年8月22日下午

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17年8月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一号楼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通报事项

1.《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1）审议选举周广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2）审议选举路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3）审议选举薛晓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4）审议选举周善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2.《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1）审议选举马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2）审议选举运乃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3）审议选举段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3.《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审议选举孙静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2）审议选举杨宝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4.《通报选举杨丽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本事项为通报事项，无需进行表决。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

参见公司2017年8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六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改选董事、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此次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4人，独立董事候选人3人，

监事候选人2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以下提案为等额选举

1.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周广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路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薛晓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周善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马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运乃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段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孙静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杨宝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与要求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

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3）异地股东可持上述证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7年8月18日、2017年8月21日（星期五、星期一）

上午9:00～11:30� ；下午13:00～15:30

3.登记地点：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公司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一号楼六楼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5.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22-84866617

（2）联系传真：022-84866667（自动）

（3）联 系 人：秦峰、侯丽敏

6．其他事项：参会股东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投票规则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及备置地点

1.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备置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5，投票简称：天保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均为累计投票提案。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

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

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3）选举监事（如表一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8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下午15:00，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下

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决定进行表决。委托人对下述

议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周广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1.02

选举路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

1.03

选举薛晓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1.04

选举周善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

2.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马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运乃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

2.03 选举段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孙静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杨宝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签名（个人股东须签名、法人股东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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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2017-57）。2017年8月17日，公司获悉控股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山证券"）于

近日收到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转发的《民事起诉状（变更后）》。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中金创新"）认为《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募

集说明书》"）中关于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北极皓天"）的财务状况部分存在虚假记载，北极

皓天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6人在《募集说明书》中承诺：北极皓天公司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

券的全部发行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中金创新认为北极皓天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6人应

按承诺向中金创新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因此追加其为共同被告。本次诉讼因中金创新追加北极皓天时任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6人为共同被告，开庭时间将做调整。

中山证券将组织经验丰富的法律及相关业务团队，积极应诉，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中山证券承担本次诉讼项下的连带赔偿责任。 若法院最终裁决中山证券需承担赔偿责

任的，中山证券将积极向北极皓天和债券担保人追偿，力争将诉讼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735� � �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7-08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设二级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栢兴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栢兴科技"设立一家二级子公司。拟设立的二级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投资主

体为栢兴科技和刘淮健，投资比例为70%和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

近日，苏州栢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取得了由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Q2XJY2J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金陵东路228号厂房1栋1层

4、法定代表人：蔡骅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7年8月14日

7、营业期限：自2017年8月14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包装材料、防静电产品、电子产品、五金机电、模具、塑胶制品；从事上述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7日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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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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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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连键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电话 051252359011

电子信箱 sunlianjian@alc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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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882,933.26 1,305,219,357.21 4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671,882.73 38,263,598.23 6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856,130.26 23,643,111.07 13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3,444,827.32 -96,767,951.43 -22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3 0.057 5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3 0.057 5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1.4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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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5,295,190.91 5,703,616,053.81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76,971,929.48 3,185,604,656.8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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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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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铝箔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43% 184,178,730 51,578,730 质押 112,550,000

上海朗诣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4% 106,753,737 106,753,737 质押 67,257,273

上海常春藤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常春藤20

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5.26% 38,071,065 38,071,065

张平 境内自然人 4.22% 30,552,284 22,914,213

朱明 境内自然人 3.76% 27,267,326 27,267,326

上海朗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9% 26,014,169 26,014,169 质押 15,700,000

浙江赛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 16,942,556

江建刚 境内自然人 1.56% 11,326,833

张怀斌 境内自然人 1.40% 10,152,284 10,15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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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8% 8,54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平持有常熟市铝箔厂30.32%股份，是常熟市铝箔厂的第一大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上海朗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朗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均系王伟控制的企业。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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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上半年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2017年上半年集团公司合并营业收入18.72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43.42%；实现利润总额7250.52万元，

完成计划的29.24%；实现净利润6425.6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长69.02%；完成铝加工产量13.23万吨，完成计

划的71.51%，与上年相比，增长113.39%。其中：常熟工厂完成铝箔材6.85万吨（不含包头成品销售），完成年

计划的51.9%，同比增长10.4%；包头工厂实现铝板带材销售6.01万吨，完成年计划的40.6%，同比增长43.2%；

合源工厂完成铝管材产量0.37万吨，完成年计划的45.8%，同比增长1.6%；朗脉工厂（含上海朗脉、朗脉新化

工和常州朗脉）新签工程合同2.87亿元，完成年计划的30.64%。累计在手订单为5.26亿元。

2、2017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抓住目前的市场形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继续提高产能，提高生产规模，继续做

好节能、节材和节费工作，继续在公司范围内开展精准管理活动，在应收账款、发出商品、在制品、原辅材

料、目按期实施，并提前做好员工的技能培训等准备工作。合同管理等方面实施精准管理。在继续做好上述

工作的同时，还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继续做好现有市场，增产扩销。要利用好公司在规模和质量上的优势，与国内外重要客户建立长期

的战略合作关系。

2、继续做好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加大开发力度，特别是电池料、阴极箔、3Z23等新产品的开发，增

加合金产品的产销比例，形成规模优势。

3、继续做好包头工厂技改项目的实施。包头工厂的技改项目计划于明年春节前全部建成并投产。为了

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指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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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

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

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调增其他收益本年金额：8,590,043.14元

调减营业外收入本年金额：8,590,043.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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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平

201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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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7年8月17日上午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07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

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总经理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 《2017年半年度摘要》 详见 2017� 年 8�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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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 2017� 年 8�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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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017�年 8�月 18�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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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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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7年8月17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各项议案于2017年8月07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

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和奋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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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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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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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7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会[2017]15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7年8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如下：

鉴于国家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进行了 修订并予以

印发，准则于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公司需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会计政 策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

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3、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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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

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损益，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 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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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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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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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 股票代码 00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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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霖 魏楠楠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七莘路3588号 上海市七莘路3588号

电话 021-23137924 021-23137924

电子信箱 ir@luolai.com.cn ir@luol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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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435,890.62 1,343,083,310.65 4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634,176.15 150,836,883.68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7,350,455.49 128,591,281.73 2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047,538.38 52,297,990.91 -306.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03 0.2149 7.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03 0.2149 7.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5.7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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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5,413,753.24 4,208,287,243.79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0,592,884.20 2,739,037,065.7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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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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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佳国际企业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73% 125,000,000 0

余江县罗莱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16% 85,720,361 0

薛骏腾 境内自然人 11.95% 84,217,860 0 质押 55,180,000

石河子众邦股

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7.09% 50,000,000 0

薛剑峰 境内自然人 4.97% 35,030,593 0

王辰 境内自然人 4.97% 35,020,593 0 质押 27,610,000

薛晋琛 境内自然人 4.97% 35,020,593 0

太平洋证券－

兴业银行－太

平洋证券红珊

瑚8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8% 21,742,475 0

北京本杰明投

资顾问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2% 18,491,94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1% 9,2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薛伟成先生，持有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5%的股权。公司的

控股股东为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持有本公

司12.16%的股份，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7.73%的股份。余江县罗莱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为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薛骏腾先生，系薛伟成的弟弟薛伟斌之子；

王辰女士，系薛伟成长子之配偶；薛晋琛先生系薛伟成之次子；薛剑峰先生，系薛伟成之

侄。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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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让人们享受健康、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把握家居生活消费的新趋势，线上

业务实现较快增长，线下重点对传统家纺门店进行形象和品类全面升级，推出新型全品类家居生活馆、儿

童家居生活馆，向消费者呈现丰富的家庭生活场景，提供一站式家居购物全新体验。同时，公司坚持“产业

投资+产业经营”的投资战略，对投资项目进行梳理优化，认真做好投后管理与整合工作，充分挖掘协同效

应。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81,435,890.62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7.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61,634,176.15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7,350,

455.4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36%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大力发展电商品牌LOVO，线上业务实现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LOVO品牌线上（不含电视购物与团购）销售收入同比增长约60%。

一是进一步拓展优化电商渠道布局。各渠道销售均实现快速增长，同时结构更趋均衡：天猫渠道销售

收入增速稳定，京东和唯品会渠道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电视购物与团购等新兴渠道快速崛起。不同渠道之

间通过更紧密的连接构建了一定的品牌壁垒。

二是进一步注重营销创新。积极配合各大平台的营销推广活动，争取更多的资源，与《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漂洋过海来看你》等热门IP开展密切合作，全方位增加曝光率。在产品呈现方面，通过场景化陈列和

设计，在消费者心智中构建出各种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提升转化率。三是进一步打造

LOVO品牌力。报告期内，LOVO品牌组织了微笑之行、与杨洋益路同行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带动更多的人

回馈社会，关注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品牌文化进一步丰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成功入围首批

“CCTV中国品牌榜” 。

2、稳步推进家居业务转型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全面推动传统家纺门店向“大家纺小家居”方向转型升级，提升门店形象，加快开

店速度，扩充家居品类，不断提升家居品类收入占比，积累运营经验，培养运营团队。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

公司目前家居生活馆产品涵盖卧室用品、卫浴用品、餐厨用品、客厅用品、生活家居、软装家居等六大

类，呈现丰富的家庭生活场景，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家居购物全新体验，有效带动人流、提高连带率、提升

坪效。

3、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为公司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为支持公司战略转型，公司持续加大中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报告期内，公司聘任了具有丰富供应链管

理经验的副总裁，组建了全新的供应链团队，加快建设适应家居业务的供应链体系；聘任了具有超过十年

美式家具在华运营发展经验的莱克星顿中国区总经理，推进莱克星顿在中国的业务开展。

公司成立罗莱大学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与储备，罗莱大学下设领导力学院、营销学院和专才学院，分别

面向管理层、销售人员与各专业线。报告期内，罗莱大学组织培训120余场次，培训覆盖超过3000人次，涉及

公司各个层级人员。

为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业务）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在2017年上半年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完成了向48名优秀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业务）员工共计309万股限制性股票的首批授予，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有力保障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4、IT系统升级助推公司战略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全渠道分销系统基本建成，基本实现库存共享、会员共享和权益共享，着力推进这一系

统在直营体系的应用，客户消费体验进一步提升，直营体系销售量增长明显；启动异形产品定制系统的开

发，并在部分直营门店中进行试用，满足顾客个性化的需求；还在门店终端大力推进爱秀移动客户服务系

统等一系列B2C营销工具，将导购服务社交化，客户服务一线化，持续提升面对顾客的营销能力，探索以服

务驱动销售。

5、坚持产业投资+产业经营，加强产业投资的投后管理与资源整合

报告期，公司明确了“产业投资+产业经营” 的投资战略，专注于基于产业链的投资并购。2017年1月7

日，公司收购莱克星顿100%股权的交易完成股权交割，实现了公司产业并购走向海外的第一步。

公司高度重视对被投公司的投后管理，通过有效整合与资源共享，发挥协同和互补效应，增强运营能

力、提升运营效率。报告期内，莱克星顿和内野中国销售公司的业绩保持平稳，运营质量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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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7-066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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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8月 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

董事均于2017年8月16日前完成审议和书面表决； 现场会议于 2017年8月16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薛伟成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人，实际参会董事 9人，其中5名董事以现场方式参

加，4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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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2017年8月18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变更财务总监的公告》刊登在2017年8月18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7-067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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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7

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16日下午14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由监事会

主席邢耀宇先生主持，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

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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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2017年8月1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7年8月18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7-069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变更财务总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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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

总监田霖先生的书面申请报告。田霖先生因工作重点有所调整申请辞去所任公司财务总监一职，辞去财务

总监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接受田霖先生的辞去财务总监的申请，自申请报告送

达董事会时（2017年8月16日）生效。田霖先生辞去财务总监一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公司对田霖先生担任财务总监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简历附后），任职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财务总监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8月18日

赵剑，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有澳大利亚长期居留权。长江商学院EMBA，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

学经贸外语系。1998年起历任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国区管理会计、联合利华食品（中国）有限公

司供应链高级财务经理、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大客户业务财务经理、河南宇通发展有限公司集团经营管

理部经理兼非客车业务财务总监、雅芳（中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2017年1月加入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现任公司财务总经理。

赵剑先生不直接或间接拥有公司股份，且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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