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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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益佰制药

60059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刚 曾宪体

电话

0851-84705177 0851-84705177

办公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

220-1

号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

220-1

号

电子信箱

600594@gz100.cn 600594@gz100.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6,569,785,615.11 6,588,915,234.61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24,024,497.03 3,940,357,059.78 4.66

本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534,025.53 160,026,581.92 73.43

营业收入

1,951,888,204.70 1,726,042,397.94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667,437.25 172,398,986.3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71,115,649.96 177,065,993.90 -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555 4.713

减少

0.15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32 0.218 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32 0.218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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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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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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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窦啟玲 境内自然人

23.15 183,317,636

质押

123,827,37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78 22,011,806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医疗健康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34 18,516,035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1.79 14,199,670

无

周荣芝 境内自然人

1.48 11,689,00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7 11,639,86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16 9,176,200

无

甘宁 境内自然人

1.15 9,100,100

质押

6,440,000

金元顺安基金

－

海通证券

－

渤海国际信托

－

渤

海信托·恒利丰

123

号·益佰艾康一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未知

1.14 9,060,0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1.07 8,499,96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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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医保控费、反商业贿赂、药品降价、药占比控制、合理用药、批文整顿、行业监管

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持续放缓。

报告期，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目标指导下，全面加强营销、生产、经营管

理和加快肿瘤医疗服务战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5,188.82万元， 同比增加22,

584.58万元，增长13.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8,366.74万元，同比增加1,126.84万

元，增长6.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7,111.56万元，同比

减少595.04万元，下降3.36%。

2017年上半年，公司处方药实现营业收入为151,545.49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77.64%，同

比增长6.15%。 其中：抗肿瘤用药实现销售收入为93,623.3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7.96%，

同比下降0.99%；心脑血管用药实现销售收入为23,800.7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2.19%，同

比增长12.19%；妇科用药实现销售收入为17,874.0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15%，同比增长

37.96%。 OTC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为7,613.17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90%， 同比下降

32.10%；医疗服务收入为35,916.6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8.40%，同比增长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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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7日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95� �公司简称：文山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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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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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虹 因工作原因 段登奇

董事 黄宇权 因工作原因 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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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文山电力

6009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登奇 雷鹏

电话

0871-68177335 0871-68177735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32

号摩根道

8

栋

403

室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932

号摩根道

8

栋

403

室

电子信箱

wsdl@wsdl.sina.net wsdl@wsdl.sina.net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744,503,240.90 2,635,718,551.29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44,417,856.80 1,592,989,692.52 9.51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8,128,437.47 274,672,323.83 8.54

营业收入

1,053,424,761.01 969,403,633.90 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9,280,804.28 119,002,010.53 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147,376.63 119,028,660.10 6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1.94 7.82

增加

4.1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2 0.25 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2 0.2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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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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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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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66 146,719,000 0

无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35 6,480,000 0

无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 5,649,100 0

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

信托·华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0.98 4,702,164 0

未知

左军 未知

0.49 2,324,900 0

未知

刘梅英 未知

0.40 1,900,000 0

未知

东吴基金

－

招商银行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0.38 1,840,482 0

未知

苏晋滨 未知

0.35 1,690,0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1 1,500,000 0

未知

西南证券

－

光大银行

－

西南证券双喜汇鑫

光大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1 1,487,52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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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电、购售电业务总体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电站完成自发供电量19810万千瓦时，同比减少6337万千瓦时，下降24%。 购地

方72570万千瓦时，同比减少46676万千瓦时，下降39%；购省网电16058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79925万千瓦时，

增长99%。 完成供电量25296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26912万千瓦时，增长12%。 完成售电量241889万千瓦时，同

比增加29346万千瓦时，增长14%。趸售电量64779万千瓦时，同比减少17868万千瓦时，下降22%，趸售电量中：

供广西35203万千瓦时（送那坡8657万千瓦时，同比增加1508万千瓦时、送德保26546千瓦时，同比增加5274

万千瓦时、送广南18632万千瓦时，同比增加6336万千瓦时）；直供电量177110万千瓦时，同比增加47214万千

瓦时，增长36%。

2.�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1,053,424,761.0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67%；净利润199,280,804.28，比上年

同期增长67.46%。

资产负责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404,516,041.71 249,219,395.66 62.30

应收票据

16,305,308.60 7,358,117.50 121.59

应收账款

10,162,118.31 1,670,155.41 508.45

预付款项

5,180,127.25 906,432.36 471.48

其他应收款

734,712.64 124,612.02 489.60

存货

7,762,527.16 5,240,281.59 48.13

其他流动资产

0 2,366,438.73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508,459.18 750,251.62 -32.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0,000.00 2,112,400.00 -52.66

长期借款

355,000,000.00 270,000,000.00 31.4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500,000.00 86,500,000.00 -76.30

应交税费

35,147,108.71 13,223,382.76 165.79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4,814,218.21 4,059,515.56 -218.59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银行存款净增加额增加影响；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影响；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应收售电费、设计费增加影响；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预付财产保险款增加影响；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备用金借款增加影响；

存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采购备用物资增加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期末无多预缴企业所得税影响；

长期待摊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子公司无新增长期待摊费用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工程预付购建款减少影响；

长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长期银行借款增加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影响；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余额增加影响。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联营企业云南大唐国际文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本期

亏损较大，影响公司投资收益减少较多。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税金及附加

14,129,165.77 9,899,861.04 42.72

营业利润

234,969,965.69 141,773,513.77 65.73

利润总额

236,303,409.98 141,745,728.02 66.71

净利润

199,280,804.28 119,002,010.53 67.46

资产减值损失

302,459.70 -173,147.92 -274.68

投资收益

-4,814,218.21 4,059,515.56 -218.59

营业外收入

1,378,650.24 711,525.65 93.76

营业外支出

45,205.95 739,311.40 -93.89

所得税费用

37,022,605.70 22,743,717.49 62.78

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主营收入增加，对应的税金及附加增加；根据财会[2016]22号要求，本期

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列示于“税金及附加” ，上年同期四项税列示于

“管理费用”等项目，导致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利润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售电量增加，主营业务售电收入增加；本期高利率长期借款减少，新增银

行借款的利率较低，财务费用减少；由于公司大修费用、材料费、运维费等非购电成本多集中于下半年发生，

以上因素导致上半年营业利润增幅较大；

利润总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售电量增加，主营业务售电收入增加；本期高利率长期借款减少，新增银

行借款的利率较低，财务费用减少；由于公司大修费用、材料费、运维费等非购电成本多集中于下半年发生，

以上因素导致上半年利润总额增幅较大；

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售电量增加，主营业务售电收入增加；本期高利率长期借款减少，新增银行

借款的利率较低，财务费用减少；由于公司大修费用、材料费、运维费等非购电成本多集中于下半年发生，以

上因素导致上半年净利润增幅较大；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影响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联营企业盈利减少影响；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摊销递延收益，保险理赔增加影响；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赔偿金支出减少影响；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利润总额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240,854.45 75,759,583.24 54.7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317,145.76 67,477,231.25 81.27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0,246,580.58 79,170,388.17 -61.8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到的代征政府性基金增加影响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支付的代征政府性基金增加影响；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支出减少

影响。

购电及成本

公司2017年上半年、2016年上半年供电量对比表

供电量来源

2017

年上半年

2016

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

自发供电量（万千瓦时）

19810 26147 -6337

外购省电（万千瓦时）

160581 80656 79925

外购地方小水电（万千瓦时）

72570 119246 -46676

供电量（万千瓦时）

252961 226049 26912

2017年上半年，公司外购电量233151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3249万千瓦时，总购电成本为50118万元（含220

千伏过网11111万元），由于购省网电价的调整和市场化交易购电侧退费的影响，综合购电价较同期下降。

售电及收入

公司2017年上半年、2016年上半年售电结构对比表

用电类别

2017

年上半年占比（

%

）

2016

年上半年占比（

%

）

备注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7.50 18.81

一般工商业

11.27 12.11

含原非居民照明、商业、非工业、普通工

业类用电

大工业

43.72 29.64

含铁合金、电石及其他大工业

趸售

26.78 38.88

含趸售马关、麻栗坡、广南三县；趸售广

西；通过省网售平远；趸售省网

其他类用电

0.73 0.56

含农业生产、农排等

合计

100 100

2017年上半年，公司销售电量241889万千瓦时，售电量比2016年上半年增长14%。 电费收入103550万元

（含220千伏过网1103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5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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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600995� � �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2017-13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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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7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1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

名，实际及委托出席董事11名，其中：张虹董事委托段登奇董事、黄宇权董事委托李钊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杨育鉴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11票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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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17-15）。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预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预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预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长工作细则>的议案》。

八、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九、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文山电力系统运行部（配网调控中心）>的

议案》。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9日

股票代码：600995� � �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2017-16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6月部分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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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要求，公司特此披露2017年1-6月

部分经营数据：

一、主要经营数据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1.

自发电量（万千瓦时）

19810 26147 -24.24%

其中，主要电站发电情况：

南汀河电站

7282 8433 -13.65

格雷一二极站

2723 3656 -25.52

小河沟电站

3754 5482 -31.52

落水洞电站

4367 5985 -27.03

其它小水电站

1684 2591 -35.01

2.

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233151 199902 16.63

3.

平均购电价（元

/

千瓦时）

0.1673 0.2102 -20.41

4.

售电量（万千瓦时）

241889 212543 13.81

5.

平均售电价（元

/

千瓦时）

0.3825 0.3951 -3.19

二、主要经营数据说明

1.上表中的发电量为公司自营水电站发电量，在公司售电区域内销售，未单独核算上网电价和厂用电

量。

2.平均购电价、平均售电价为不含220千伏开化变、听湖变等变电站过网电量4.33亿千瓦时的不含税不

含基金综合电价。 因电网结构变化， 公司结算的南部区域地方小水电需通过文山供电局220千伏开化变电

站、220千伏文山变电站等220千伏网络输送至公司用电负荷中心使用，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与文山供电局2017年购地方电网电力电量合同》 的约定：“220kV开化变上网电量优先满足文山电力在

220kV文山变过网使用，220kV听湖变上网电量优先满足文山电力在220kV路德变过网使用，220kV锦屏变、

220kV老山变的上网电量优先满足文山电力在220kV路德变、220kV听湖变的过网使用， 文山供电局收取

0.002元/千瓦时过网费，2017年上半年，220千伏过网电量为4.33亿千瓦时， 该部分电量的售电收入11037万

元，购电成本11111万元。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9日

股票代码：600995� � �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2017-15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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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

订）》（中国证监会公告[2016]23号）规定及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

委” ）《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党建

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通知的规定，结合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实际情况，现对《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本次《公司章程》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一、增加了新的第五章“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构” 。

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体例、章节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6]23号）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删减、合并优化。

三、按照相关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结合公司实际，对股东大会职权、董事会职权、

监事会职权、董事长职权、总经理职权进行了局部修订。

四、主要删减、合并部分

1、鉴于公司单独制定《独立董事制度》，本次修订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三节“独立董事” 。

2、鉴于对外担保事项已在“股东大会的一般规定” 章节中明确，本次修订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八章

第四节“对外担保”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公司已单独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和《投资

者关系管理制度》，本次修订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五节“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控股、参

股公司的管理协调已制定《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本次修订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八章第六节“控股、

参股公司的管理协调” 。

3、鉴于监事会的决议事项已在《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中明确，本次修订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七章

第三节 “监事会决议” 。

4、将原《公司章程》中第一百八十四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调整合并至“第一百六十一

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序号 《公司章程》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后条款

1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

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 经云南省人

民政府云政复

[1997]112

号文批准，；在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530000000000767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 《公司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

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经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复

[1997]112

号文批准；在云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000709829203J

。

2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删除原《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并入第五章“党组织和党的工作机构”

以下顺序顺延。

3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三条规定的

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

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30%

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

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

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公司《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公司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资产

抵押；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

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交易

.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

以上；

2.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上；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

4.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

以上；

5.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

（十七）审议超出年度投资计划的突发性事件或者其他特殊事项范围需要紧急

安排，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净资产

10%

以上的投资计划；

（十八）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

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

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九）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

事项。

以下顺序顺延。

5

第八十四至八十七条。

删除原《公司章程》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条。 该部分内容按公司股东大

会实际采用的网络投票平台操作细则执行。

以下顺序顺延。

6

第八十九至九十三条。

删除原《公司章程》第九十、九十一条、九十二条；原八十九条、九十三条合并为第八十

二条

以下顺序顺延。

7

第一百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

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同意、 反对或弃权。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作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按照实

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 错填、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

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

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

为“弃权”。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

意、反对或弃权。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股

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以下顺序顺延。

8

在原《公司章程》第四章后增加“第五章 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构”即：第九十五条至第

一百条。

第九十五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云南文山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和中国共产党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纪委”）。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委履行下列职责：

（一）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公司的贯彻执行，确保公司坚持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二）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公司党的建设，“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是公司“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政治核心。

（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

（四）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讨论“三重一大”决策

事项，党委研究讨论是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

公司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经理层作出决定；

（五）按照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履行公司重要经营管理干部选用的主导权，

发挥选人用人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加强对公司领导人员的监督；

（六）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

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

（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八）应当由公司党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九十七条 公司纪委履行下列职责：

（一）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督促董事会中的党员落实党

组织决定；

（三）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公司党委有关重要决定、决议及工作部署；

（四）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协助公司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

究、部署纪检监察工作；

（五）经常开展党员的党规党纪教育和全体干部员工的廉洁教育，作出关于维护

党的纪律的决定；

（六）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七）按照职责管理权限，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检查和处理公

司及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

党员的处分；

（八）加强对公司纪委委员和所属单位纪检委员的日常监督教育；

（九）应当由公司纪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九十八条 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

复设置，并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有

关规定选举产生或任命。 严格执行企业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制度。

第九十九条 公司党委、纪委设专门的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团委等群众性

组织。 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

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党务工作人员和同级经营管理人员享受同等经

济待遇。

第一百条 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 公司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公司健全以职工代表大

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公司研究决定改

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以下顺序顺延。

9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

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

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和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和

关联交易事项；

（九）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

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

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

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

章程规定，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对外投资（含委托理

财、委托贷款等）；资产抵押；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

产和业务；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

与开发项目等交易事项：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高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低于

50%

的交易；

2.

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低于

50%

的交易；

3.

交易产生的利润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低于

50%

的

交易；

4.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

低于

50%

的交易；

5.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低于

50%

的交易；

（九）审议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提供担保除外）；与

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

除外）金额高于

300

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的关联交易

事项。

（十）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以下的事项；

（十一）审议超出年度投资方案的突发性事件或者其他特殊事项范围需要紧急

安排，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净资产

1％

以上且不足

10%

的投资

方案；

（十二）审议本公司《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外的对外担

保事项；

（十三）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四）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五）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六）制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七）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八）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九）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

二十

)

按照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

（二十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以下顺序顺延。

10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副董事长

1

人，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

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以下顺序顺延。

11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

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

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组织准备董事会提案和股东大

会提案，决定董事会会议议程；

（四）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

他有价证券；

（五）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六）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七）决定总经理提名向控股、参股

公司推荐的派出董事、 监事和总经理等

高级管理人员的候选人；

（八）统一协调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

的工作；

（九）决定公司员工的聘用；

（十）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

力的紧急情况下，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

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

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十一）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

二

)

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三

)

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

(

五

)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公司派出至参、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等

高级管理人员的候选人，决定公司在参、控股公司行使股东权力时

,

非须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决策的事项；

（七）董事会授权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董事长行使如下职权

:

1.

批准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2.

拟订年度投资方案，根据工作需要可预批下达部分年度投资项目，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批决定；

3.

审议突发性事件或者其他特殊事项超出年度投资方案范围需要紧急安排，金

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净资产

1％

的投资方案；

4.

制定除应由董事会审议的其他基本管理制度；

5.

审议董事会授权的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资产抵押；提供财务

资助；债权、债务重组事项。

(

八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

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

九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以下顺序顺延。

12

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四条

删除原《公司章程中》“第五章第三节“独立董事”整节，即：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

十四条。 新《公司章程》为“第一百一十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公司的有关规定执行职务。 ”

以下顺序顺延。

13

第一百四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

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

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

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经

济师及总经理助理；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

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三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

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总经理助

理；

（七）提名公司派出至参、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候选

人；

（八）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公司党委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外的负责管

理人员；

（九）决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十）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一）审议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

30

万元（提供担保除外）；与

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上市公司义务的债务

除外）金额

300

万元以下，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下的关联交

易事项。

（十二）审议董事会授权的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

与或受赠资产；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交易事项。

（十三）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以下顺序顺延。

14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

会由

5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

1

名。监

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可以设

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以下顺序顺延。

15

第一百七十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修订为：第一百五十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增加：

（九）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十）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以下顺序顺延。

16

第七章 第三节 “监事会决议”

删除原《公司章程》“第三节 监事会决议。 即：“第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一百八十

条。 ”

以下顺序顺延。

17

第一百八十四至一百八十八条。

原《公司章程》中第一百八十四至一百八十八条合并为：“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

以下顺序顺延。

18

第八章 “第四节 对外担保”、“第五节 信

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第六节 控

股、参股公司的管理和协调”

删除原《公司章程》“第八章中 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即：第一百九十六至二百零

一条

以下顺序顺延。

19

第二百零九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以下顺序顺延。

除以上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9日

股票代码：600995� � �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2017-1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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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7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8月1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

实际及委托出席监事5名，其中：周丹监事会主席委托宁德稳监事主持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周泠伶监事

委托杨红梅监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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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的各项规定；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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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发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宗慧

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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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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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晶科技 股票代码

0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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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德全 薛汉锋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9

号楼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9

号楼

电话

0591-83770347 0591-83719323

电子信箱

caidequan@castech.com securities@cas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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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84,861.74 143,617,907.40 5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197,336.94 33,229,471.74 9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4,830,603.96 32,622,908.16 9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827,172.58 37,230,233.88 6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48 0.0777 9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48 0.0777 9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2% 5.23%

上升

4.1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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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068,254.46 761,769,311.73 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9,807,881.78 676,653,536.3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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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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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国有法人

25.53% 109,155,5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

其他

1.55% 6,611,5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1% 5,608,500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 5,2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99% 4,252,807

陈辉 境内自然人

0.99% 4,220,796 3,165,59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3,785,202

谢发利 境内自然人

0.86% 3,686,885 2,765,1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3,553,55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70% 2,999,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为公司控股股东，陈辉为公司董事长，谢发利为公司董事、总

经理；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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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行业仍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公司紧紧围绕年初

制定的经营目标，各事业部有序开展经营活动，各类产品销量均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晶体业

务方面根据市场订单状况及时调整、扩充产能，持续推进产品升级换代工艺开发，优化生产流

程，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人均产值大幅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功能性晶体产品的行业

领先优势。 激光光学业务方面积极推进高端激光光学产品的开发，加强与重点客户的沟通和

技术交流，探索适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模式，取得积极的成效。激光器件业务方面依托公司TGG

晶体大毛坯生长技术的成功开发带来的品质和成本优势， 进一步改进隔离器产品的生产工

艺，产品品质稳定性得以提升，形成批量订单；同时，推进声光、电光器件等器件类产品的开

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积极向市场验证推广。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实现营业收入22,

138.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15%；实现营业利润7,795.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70%；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19.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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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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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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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辉

2017年8月17日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94� �公司简称：益佰制药

半年度

报告摘要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6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