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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蛋卷基金

为销售机构、参加蛋卷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

卷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蛋卷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本公司与蛋卷基金协商一

致，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蛋卷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蛋卷基金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

以蛋卷基金的规定为准。

编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

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

业务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1 000009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 000010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 000032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 000033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5 000111

易方达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6 000112

易方达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 000147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 000148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9 000205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0 000206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1 000265

易方达恒久添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12 000266

易方达恒久添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3 000307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联接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4 000404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5 000603

易方达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6 000647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7 000648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8 000704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9 000705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0 000789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1 000790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2 000833

易方达掌柜季季盈理财债券型基金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23 000950

易方达沪深

300

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4 001018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5 001076

易方达改革红利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6 001184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7 001373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28 001382

易方达国企改革混合型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开通 不参加

29 001433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0 001475

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1 001513

易方达信息产业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2 001603

易方达安盈回报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3 001856

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4 002602

易方达丰惠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5 002910

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6 002963

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联接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37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8 003293

易方达科瑞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39 003321

易方达原油基金（

QDII

）

C

类人民币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不参加

40 003358

易方达中债

7-10

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1 003524

易方达深证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2 110001

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3 110002

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4 110003

易方达

50

指数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5 110005

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6 110006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47 110007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48 110008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49 110009

易方达价值精选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0 110010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1 110011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2 110012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3 110013

易方达科翔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4 110015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5 110016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56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7 110018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58 110019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59 110020

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基金联接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0 110021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1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2 110023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3 110025

易方达资源行业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4 110026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5 110027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6 110028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67 110029

易方达科讯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8 110030

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69 110031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

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70 110035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71 110036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2 110037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73 110038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4 110050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5 110051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6 110052

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7 110053

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不参加

78 112002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79 118001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80 118002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81 161115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基金（

LOF

）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2 161116

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

LOF

）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83 161117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开通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84 161118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5 161119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LOF

）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6 161120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基金（

LOF

）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87 161121

易方达银行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8 161122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89 161123

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90 161124

易方达香港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基金（

LOF

）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1 161125

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基金（

LOF

）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2 161126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基金（

LOF

）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3 16112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基金（

LOF

）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4 16112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基金（

LOF

）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5 161129

易方达原油基金（

QDII

）

A

类人民币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6 161130

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基金（

LOF

）人民币基金份额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参加

97 502003

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98 502006

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99 502010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100 502048

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基金基础份额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特别提示：1.易方达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易方达恒久添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及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处于封闭运作期，暂不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上述基金开放相

关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2.2017 年 7 月 24 日至 2017 年 8 月 18 日为易方达国企改革混合型基金的认购期。

二、 关于本公司在蛋卷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本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参加蛋卷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1.关于本公司在蛋卷基金推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蛋卷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 10

元。蛋卷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

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蛋卷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蛋卷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

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易方达原油基金（QDII）C 类人民币份额、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LOF）、易方达

标普 500 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

基金份额、易方达原油基金（QDII）A 类人民币份额和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基金（LOF）人民币

基金份额为 T+2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易方达

原油基金（QDII）C 类人民币份额、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

强型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黄金主题基金（LOF）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

份额、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基金（LOF）

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易方达原油基金（QDII）A

类人民币份额和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为 T+3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

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

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蛋卷基金的有关规定。

2.关于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蛋卷基金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以蛋卷基金相关公告为

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蛋卷基金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适用基金，享有基金申购费率

1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

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蛋卷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

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 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

基金手续费。优惠活动期间，通过蛋卷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

优惠，不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2.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若今后蛋卷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

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

前提下，以蛋卷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

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 号院 6 号楼 2 单元 21 层 2225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望京 SOHO� T3� A 座 19 层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人：戚晓强

电话：010-61840688

客户服务电话：4000618518

公司网站：https://danjuanapp.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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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莱特 股票代码

00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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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祥 梁惠玲

办公地址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

号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

号

电话

0750-3167074 0750-3167074

电子信箱

kn_anyby@kennede.com kn_anyby@kenne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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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273,503.06 414,274,860.01 3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67,034.25 8,681,516.66 3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946,083.60 8,251,282.58 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659,219.42 64,929,719.65 4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36 0.0465 36.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36 0.0465 3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1.3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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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39,222.98 1,049,050,009.61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3,355,436.01 641,504,139.38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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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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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小荣 境内自然人

37.52% 70,049,770 47,670,000

质押

47,670,000

蒋光勇 境内自然人

6.43% 12,000,000 9,000,000

质押

6,760,000

田甜 境内自然人

6.09% 11,364,255

田野阳光 境内自然人

6.09% 11,364,255

田一乐 境外自然人

6.09% 11,364,255

余运秀 境内自然人

4.84% 9,030,000

江门市向日葵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5,400,000 4,050,000

上海星杉梧桐

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2,100,000

质押

2,1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9% 1,468,700

姜雅莹 境内自然人

0.68% 1,26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蒋小荣系田甜、田野阳光、田一乐之法定监护人，系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55.79%

股权；

2

、公司第二大股东蒋光勇与控股股东蒋小荣是兄妹关系；

3

、公司第六大股东余运秀与控股股东蒋小荣是婆媳关系；

4

、公司控股股东蒋小荣是第七大股东向日葵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5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第十名股东姜雅莹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1,26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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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照明行业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机遇中伴随着挑战，残酷中又孕育着希望，在目前

相对低迷的大环境下，也正是一个淘汰低效产能，杜绝低劣产品，肃清低端企业的一个过程。

报告期内，公司以“共创金品、共赢未来” 为使命，实现营业收入 564,273,503.06�元，同比增长

36.21%，其中 98.89%营业收入来自主营业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867,034.25元，同

比增长 36.69%。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维稳海外市场，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公司海外市场部依托现有客户资源，通过走访、调研及展览会（报告期内已于

日本、波兰、巴拿马、香港等地参与照明产品 / 家电展览会），与客户信息共享，对外推广与市

场需求匹配度高的产品。在稳定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客户，确保公司订单稳中有增。

国内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向国内照明市场实行“饱和攻击” 销售战略，以“共创金品、共

赢未来” 为主题，每月组织两场全国巡回产品推介会（报告期内已在河北、江苏、河南、安徽、

山东、浙江等多地举办）。针对国内照明行业发展方向越发集中化、品牌化、资本化等特点，为

实现市场覆盖最大化，公司在渠道上：全力支持各地渠道网点建设，将产品辐射到县乡村，实

施最大的覆盖面；在产品上：不断推出新产品，实现产品差异化，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在品

牌上：加强各大媒体宣传力度，线下举行全国巡回产品推介会，抢占消费者的第一心智。

2）严抓成本，实现产能最大化

一方面公司与核心供应商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减小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经营成本大幅增

加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以“提高生产效率，狠抓产品品质与工艺改造，实现产能最大化” 为

重心工作，通过技术改造降低制造成本。

3）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

作为专业制造商，公司注重产品的自主研发及技术人员培养。公司内部拥有一支 200 余

人的研发团队，同时，积极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签订产学研合作协

议，为产品研发提供更深层次学科知识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向市场推出MINI风扇、多功能落地扇、新型水雾风扇、精简式台扇、触摸

式台灯、远距离高功率照射灯等系列产品。新产品不单在噪音处理、寿命、智能电路驱动上获

得技术性突破，更添加了验钞、空气加湿等功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4）投资方面

为优化公司资产，公司已于上一年度处置深圳金莱特及浙江安备两家控股子公司。本报

告期，公司主要专注主营业务的研发及未来销售空间，暂无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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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本报告期公司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

润”项目之上单独增加“其他收益” 项目，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项

目，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项目；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仍旧计入“营业外支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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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会计期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子公司深

圳安备电器有限公司、金莱特国际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莱特供应链有限公司、浙江安备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莱特供应链有限公司、浙江安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上一会计期

间被处置。

本报告期内公司新设 1家子公司，即：江门市蓬江区金赢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包

括母公司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子公司深圳安备电器有限公司、金莱特国际有限公

司、江门市蓬江区金赢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723� � �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17-040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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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2017年 8月 9日以邮件及书面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7日上午 09：30分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号六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人，均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由董事长蒋光勇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广东金莱特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后一致认为：公

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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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严格执行了信息保密规定。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与本决议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cninfo.com.cn） 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与本决议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上。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与本决议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与本决议于同日刊登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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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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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2017年 8月 9日以书面及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1：

00分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号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实到监事 3

人，均以现场形式出席。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晓琴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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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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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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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723� � �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17-044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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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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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

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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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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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 2017�年 6月 12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7年 8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 利润表“营

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进行的合理变更， 因此，董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响应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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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本次 变更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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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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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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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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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敏 独立董事 因公出国 赵定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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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乐种业 股票代码

0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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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晓新 纪钟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创业大道

4

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创业大道

4

号

电话

055162239888 055162239956

电子信箱

gxx@fengle.com.cn jz 000713@soh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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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919,691.95 524,669,603.00 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93,803.73 -4,254,078.42 -45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3,184,879.39 -9,643,536.89 -14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493,726.31 -167,949,706.24 9.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96 -0.0142 -46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96 -0.0142 -46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0.3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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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140,159.66 2,072,865,589.53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6,935,028.11 1,388,023,316.7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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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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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建设投

资控股

(

集团

)

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1% 101,941,200

中科汇通（深

圳）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1% 14,979,957

北京市中科恒

松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6% 5,248,299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1.69% 5,040,000

西藏鸿烨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 4,658,663

胡传荣 境内自然人

0.70% 2,100,000

黄桂玉 境内自然人

0.64% 1,923,700

沈和平 境内自然人

0.60%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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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1,733,307

李科 境内自然人

0.54% 1,624,7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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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第二大股东中科汇

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第三大股东北京市中科恒松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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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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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种业种植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

求

2017年上半年，公司以做大做强种子与农化产业为目标，以“二次创业”的勇气和决心主动作为，围绕

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加快产业发展，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管理水平。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5 亿元，较上年增长 26.67%，种业产业、农化产业、香料产业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其中种业收入增长 14.33%， 农化产业收入增长 39.15%， 香料产业收入增长

9.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379 万元，较上年亏损增加 1,954 万元。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杂交水稻调整产品结构，新产品未上量，老品种销售量减少，毛利同比有较大幅度下降，玉米产业受政

策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销量难以提升。香料产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 16.13%，毛利率降低。

报告期，水稻产业加快品种更新换代，引进水稻新品种“亿两优 8号” 、“亿两优 616” 、“富两优 821” 、

“内 6优 107” ，创新营销模式，深化营销渠道，围绕种植大户、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制定特殊的营销

政策。成立“走出去”项目组，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玉米产业引进玉米新品种“宏育 601” 、“丰乐 218” ，打通

终端渠道，聚焦核心客户，加大新品种推广力度，同时，全力加快老品种库存消化；瓜菜产业引进大豆新品

种“皖豆 38”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开展合作，加快西瓜新品种选育开发进程，；小麦产业创

新营销机制，打造区域性优势品种；常规水稻产业大力开发优势品种“镇稻 18” 、“镇糯 19” ，规范市场运

作，强力打假维权。

农化产业围绕市场进行机制创新和业务整合,出台有效的销售激励政策，使原药、制剂产品销售收入增

加。推进全程生产自动化改造升级，销售渠道下沉终端，打造大单品“美金子” 。开展境外产品登记 19 批

次，涉及埃及、印尼、玻利维亚等多个亚非拉国家。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向高科技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方向

发展，如水田除草剂、生物杀菌剂、马铃薯用农药、水溶性肥料、土壤修复肥等。

香料产业把握市场行情， 食品日化薄荷脑和 WS-23 凉味剂稳固市场地位，WS-23 凉味剂销量创新

高。持续提升工艺水平和主营产品质量，完成印尼 HALAL 认证，为开拓印尼市场提供资质保障，通过化妆

品生产许可审核，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下半年，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产业发展。水稻产业加强内部管理，持续导入 3S 管理体系、阿米巴管理模式；优化团队建设，

开展双向选择；引入“事业合伙人” 模式，激发营销人员合伙创业新动能；加快品种建设，推动科研成果转

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玉米产业全力消化老品种库存，实行“一品一策” ，对新产品、主推产品按产品线分类

布局，结合试验示范开展产品线渠道建设。农化产业深挖潜力加大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持续推进药肥一体

化渠道融合；调整产品结构，实现单品上量，加快新产品上市。香料产业加大凉味剂等利润产品销售；积极

推进“中药提取物备案”工作，提升药品薄荷脑销售。

二是着力提升管理水平。细化绩效模式落实工作；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本增效；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

加强对现有科研合作项目的跟踪与对接。

三是加大对外合作力度。与科研院所加大技术合作力度；在重点品种和重点区域，寻找和公司资源形

成互补关系的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

报告期，公司通过国家、省审定和备案推广新品种 46 个，其中水稻国审品种 2 个(丰两优 648、两优

148)，备案 9 个；玉米品种国审 3 个（丰乐 301、丰乐 303、丰乐 668），省审 5 个（丰乐 109、丰乐 218、丰乐

278、华玉 707、梦玉 306），备案 25 个。丰乐种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公司通过安徽省科

技厅 2017年第一批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认定，入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甲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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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8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7-� 034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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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8月 4日分别以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五届四十四次董

事会的通知，会议于 8月 16 日下午 2：30 在公司总部五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 4 人，独立

董事卓敏因公出国，未能出席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赵定涛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 3 人和财务负责人列

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二级控股子公司湖北楚丰协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为支持二级控股子公司湖北楚丰协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的发展， 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期限为一年不

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额度， 公司将参照本公司同期在市场上融资成本收取资金使用费用，同

时将严格监督楚丰协成的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资金按期收回。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司及子公司专利进行质押贷款的议案》；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2017年合肥市促进自主创新政策》，对企业以专利权质押贷款方式融资额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一次性按贷款利息和专利评估费总额的 50%予以补助，补助最高可达 20 万元。鉴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丰乐香料均具备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条件，为节约财务费用，同时满足日常生

产经营中所需，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丰乐农化、丰乐香料分别以专利进行质押向银行申请 1000 万元贷款。

此贷款额度在 2016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年度申请 3亿元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及《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丰乐香料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批准额度内。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7-037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二级控股子公司楚丰协成提供

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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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适应市场竞争，促进公司种药肥一体化战略发展，2017年 8月 4日，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丰乐种业” 或“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乐农

化” ）与湖北楚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丰化工” ）签订《湖北楚丰协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购买协议》，丰乐农化以 3,550万元的评估价格购买楚丰化工全资子公司湖北楚丰协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楚丰协成” ）51%的股权，楚丰协成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8月 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017-031号公告）

为支持楚丰协成发展，2017 年 8 月 16 日，公司与楚丰协成签订《借款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为楚丰

协成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万人民币（含）的借款额度，协议有效期限为一年，用于生产经营，在有效期、额

度内公司向楚丰协成提供借款。公司将参照本公司同期在市场上融资成本收取资金使用费用。同时，公司

将严格监督楚丰协成的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按期收回。

本公司于 8 月 16 日召开五届四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二级控股子公司湖北楚丰协成生

态肥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楚丰协成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 万人民币（含）的借款额

度，期限为一年。

议案表决时本公司 5名董事一致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本公告第五部分）。

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不构成

关联交易，楚丰协成资产负债率为 40.18%，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4,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后净资产的 3.03%，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楚丰协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楚丰协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镇桥垱村一组

注册资金：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覃涛

成立时间：2017年 2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881MA48TW7M1Y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3570.00 51%

货币

2

湖北楚丰化工有限公司

3430.00 49%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合计

7000.00 100%

主要经营范围：过磷酸钙、颗粒磷肥、复肥制造销售，钙镁磷肥、磷精矿粉制造与销售，磷矿石、化肥、农

业机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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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丰协成注册资本 7,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楚丰协成资产总计 11,521 万元，负债总计 4,

630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2,000万元；其他应付款 2,630万元)，资产负债率 40.18%。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为确保楚丰协成正常的生产经营，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为楚

丰协成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 万人民币（含）的借款额度，期限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

止。公司将按月与楚丰协成结算资金占用费，按季度支付占用费。利率按公司同期融资成本计算。楚丰协成

应在本合同借款期限内，根据资金状况随借随还，届满后连本带资金占用费偿还公司。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楚丰协成是公司推进种、药、肥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板块，前景看好，公司对楚丰协成提供财务资助可保

障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降低财务费用，确保利润最大化。

楚丰协成是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 公司在对楚丰协成提供财务资助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

控制权，处于可控范围内，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公司将做好风险识别和预防，遇异常情况将及时采取措

施，保证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并按本公司同期在市场上融资成本收取资金使

用费用，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向二级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全

资子公司丰乐农化持有楚丰协成 51%股权，对其生产经营具有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财务资助

将参照本公司同期在市场上融资成本收取资金使用费用。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向楚丰

协成提供财务资助。

六、备查文件

1、五届四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借款协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7-038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司及子公司专利进行质押

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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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合肥市人民政府《2017 年合肥市促进自主创新政策》第二条第（三）款第 6 项：对企业以专利权

质押贷款方式融资额达到 500万元及以上的，一次性按贷款利息和专利评估费总额的 50%予以补助，补助

最高可达 20万元。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丰乐种业” ）、全

资子公司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乐农化” ）、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丰乐香料” ）拟分别以专利进行质押向银行申请 1,000万元贷款，贷款期限为不超过一年（含）。此贷款额

度在 2016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年度申请 3 亿元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及《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丰乐香料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批准额度内，不单独使用。

本公司于 8 月 16 日召开五届四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司及子公司专利进行质押贷

款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用于质押专利基本情况

本次用于质押的专利共计 5项，分别为丰乐农化 2项，丰乐香料 2项，丰乐种业 1项，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案件状态

1

高纯度

2,6-

二氯喹喔啉的制备方法 发明

ZL 2005 1 0095624.7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权维持

2

精喹禾灵的制备方法 发明

ZL 2010 1 0608423.3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权维持

3

一种工业上去除

N,2,3-

三甲基

-2-

异丙

基丁酰胺母液杂质的方法

发明

ZL201410709984.0

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权维持

4

一种经嗅觉通路脑靶向防治脑萎缩、活

化脑细胞功效的芳香精油类复合物及

单体药物组合物

发明

ZL201110115830.5

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专利权维持

5

一种与玉米青枯病抗性基因紧密连锁

的分子标记、引物及其应用

发明

ZL201410321024.7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维持

经北京中金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在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丰乐农化委托评估的知

识产权 -发明专利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16.28 万元（中金浩评报字 2017 第 0563 号）；丰乐香料委托评

估的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06.25 万元（中金浩评报字 2017 第 0566 号）；公司委托

评估的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13.59万元（中金浩评报字 2017第 0598号）。

二、对公司的影响

利用优惠政策进行质押贷款可节约财务费用，对公司 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专利进行质押贷款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旨在补充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同时利用这一优惠政策减少财务费用，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专利委托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且独立于公

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评估的结果真实反应了相关专利的实际情况，依此计价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使用公司及子公司专利进行质押贷

款。

四、备查文件

1、五届四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拟用知识产权———专利权质押贷款项目评估报告书 （中金浩评报字

2017第 0563号）；

3、安徽丰乐香料有限责任公司拟用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权质押贷款项目评估报告书（中金浩评报

字 2017第 0566号）；

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用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权质押贷款项目评估报告书（中金浩评报

字 2017第 0598号）；

5、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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