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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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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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燕松 程晓黎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

菲光科技园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

菲光科技园

电话

0755-27555331 0755-27555331

电子信箱

ofkj@o-film.com chengxiaoli@o-fi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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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826,588.91 11,014,696,213.71 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0,059,512.76 367,573,848.78 6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12,421,225.53 310,162,408.31 3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6,233,853.84 334,026,190.16 -42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284 0.1427 6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284 0.1427 6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5% 5.89%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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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4,612,911.71 23,434,181,047.65 2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69,027,936.69 8,040,567,576.86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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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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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欧菲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8% 523,635,840 0

质押

343,619,750

裕高（中国）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46% 311,151,960 0

质押

177,075,750

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

光

大信托·天地

3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3% 41,678,338 0

乌鲁木齐恒泰安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36,889,19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36,748,25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1.29% 35,000,07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兴

全社会责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34,202,9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4% 30,825,045 0

蔡荣军 境内自然人

0.78% 21,259,162 15,944,372

农银汇理（上海）

资产

－

农业银行

－

华宝信托

－

投资

【

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66% 18,041,235 18,041,2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蔡荣军先生为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和裕高（中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蔡高校

先生系兄弟关系，属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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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欧菲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

17

欧菲

01 112499 2020

年

02

月

20

日

100,000 4.8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09.94% 109.40% 0.54%

资产负债率

70.73% 65.69% 5.04%

速动比率

73.58% 76.09% -2.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57 7 22.4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30%的主要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

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

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预付款项

187,138,744.05 97,691,148.60 91.56%

主要系材料预付款增加

应收利息

3,564,260.19 475,730.38 649.22%

主要系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92,597,089.18 62,962,002.28 47.07%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款增加

固定资产

7,141,089,675.28 5,018,556,311.78 42.2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项目投资增加及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并购增加房屋及生产设备

在建工程

2,087,352,830.22 1,538,205,451.74 35.70%

主要系扩大生产规模，购买生产设备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无形资产

1,080,330,141.14 595,305,007.13 81.48%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增加土地使用权，购置特许权和

土地使用权

开发支出

109,444,355.89 57,230,287.57 91.24%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力度加大

递延所得税资

产

52,905,269.27 33,596,893.55 57.47%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评估增值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

产

84,620,588.81 422,611,090.02 -79.98%

主要系期初预付土地款及设备工程款增加

短期借款

4,833,975,433.84 2,068,174,612.58 133.73%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

预收款项

11,498,160.80 20,062,546.87 -42.69%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减少

其他应付款

658,090,831.01 425,262,938.11 54.75%

主要系本期末应付股权收购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84,432,798.70 1,203,351,660.31 -76.36%

主要系本公司

9

亿债券于上年同期报告期一年内到期

长期借款

2,144,914,891.26 750,527,913.82 185.79%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债券

1,794,440,300.81 796,090,034.73 125.41%

主要系本期发行

10

亿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7,481,935.20 25,531,244.84 46.81%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会差异导致

股本

2,715,128,475.00 1,086,266,390.00 149.95%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变动

资本公积

2,934,609,905.78 4,522,818,830.65 -35.12%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

25,580,194.04 41,426,204.20 -38.25%

主要系外币折算差额影响

少数股东权益

1,968,073.50 -28,000.76 -7128.64%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投入增加

营业收入

15,120,826,588.91 11,014,696,213.71 37.28% 1

、本期摄像头模组业务增长较快

2

、并购增加销售收入

营业成本

13,292,427,992.72 9,704,004,972.46 36.98%

成本随收入增长而增长

税金及附加

43,363,025.54 19,231,683.11 125.48%

主要系政策变更，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该科目核算内容更

新，上年同期相应变动

5.6

月份

管理费用

944,670,352.67 687,222,383.95 37.46%

本期计提限制性股票以及股票增值权产生费用以及研

发投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1,653,955.37 26,174,249.64 97.35%

主要系本期坏账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2,005,705.28 372,068.83 439.07%

主要系本期银行保本理财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74,850,007.68 74,403,814.26 135.00%

非同一控制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所得税费用

125,098,288.00 72,864,871.60 71.69%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76,233,853.84 334,026,190.16 -422.20%

销售规模扩大导致流动资金占用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65,625,550.78 -1,587,421,696.36 195.38%

1

、本期收购索尼华南电子公司支出增加

2

、固定资产及

其他长期资产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08,728,360.45 1,337,449,044.59 192.25% 1

、本期发行

10

亿债券；

2

、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61,549,555.93 84,021,579.95 92.27%

现金流三项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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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继续维持小幅温和增长，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

体之一，各项指标反映经济稳定发展。 消费电子行业经过数年的竞争发展和行业洗牌，产业集

中度得到进一步加强，虽然市场整体趋于饱和，但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

力仍保持稳步提升，创新驱动产业变革的趋势愈加凸显，给行业带来显著的结构性增量机遇，

兼具创新精神和智能制造的供应链厂家亦因此受惠。

面对消费电子行业出现的新变化，公司管理层积极进取，紧紧抓住产业升级创新带来的

机会，坚持推进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策略，新产品、新业务实现快速发展，带动公司整体的收

入和利润均实现加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1.21亿元，同比增长37.28%；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6.2亿元，同比增长68.69%；扣非后净利润4.12亿元，同比增长32.97%。公司收入和

利润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双摄模组实现量产出货、高像素摄像头模组占比提升，和指纹识别产

品市场渗透率持续提高，同时传统产品保持竞争优势。

在光学领域，通过自建团队和收购索尼华南电子，公司在产线自动化改造和高端模组的

研发、制造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双摄像头等新产品顺利量产出货，并成为国际、国内主流智

能手机厂商的主力供应商。

在触控领域，公司新成立了神奇工场事业群，研发布局了柔性薄膜触控感应层、3D触控感

应层、3D全贴合等产品，顺利切入新客户。

在传感器产品领域，随着产品渗透率持续提高，公司的产能规模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持

续凸显。

智能汽车方面，2016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有计划的投入使用，产品订单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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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1）变更原因

为了规范相关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

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 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修订和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助》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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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新政府补助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

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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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公司将修改财务

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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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有变化，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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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8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7-124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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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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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

为了规范相关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

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 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修订和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助》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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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新政府补助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

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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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公司将修改财务

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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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有变化，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三、董事会、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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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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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财政部印发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四、本次变更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8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7-121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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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8月18日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7年8月8日以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会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蔡荣军先

生主持。 会议经过表决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为了规范相关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

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

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变更前， 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修订和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助》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本次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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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新政府补助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

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项目有变化，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财政部印发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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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8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7-122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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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8月18日以现场加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7年8月8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现场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罗勇辉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编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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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关于<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董事会编制的《2017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实反映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调整，符合财政部印发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8月18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17－102号

债券代码：112281� � � �债券简称：15中洲债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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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7年8月21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8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全体董事参与了通讯

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通讯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任黄光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该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2017-103号公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会议以通讯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中洲（火

炭）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2017-104号公告《关于为子公司中洲（火炭）有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17－103号

债券代码：112281� � � �债券简称：15中洲债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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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光立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黄光立先生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黄光立，男，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2013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金融学专业。2013年8月至

2014年7月于深圳市海钜信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富管理中心任理财经理； 自2014年8月至

今，就职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证券事务经理，从事信息披露、三会管理等证券事务工作。

2015年10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黄光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一道88号中洲控股中心39层

联系电话：0755-88393609

传 真：0755-88393600

邮政编码：518054

电子邮箱：huangguangli@zztzkg.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7－104号

债券代码：112281� � � �债券简称：15中洲债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中洲（火炭）有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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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洲（火炭）有限公司（英文名：Centralcon� (Fo� Tan)�

Company� Limited）（作为借款人） 拟向HANG� SENG� BANK� LIMITED （恒生银行有限公

司）（作为贷款人、代理行及担保代理行）与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中国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CORPORATION� LIMITED（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NANYANG�

COMMERCIAL� BANK, � LIMITED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DAH� SING� BANK, �

LIMITED（大新银行有限公司）、WING� LUNG� BANK,� LIMITED（永隆银行有限公司）（作

为贷款人）申请总额度不超过港币伍拾叁亿伍仟贰佰万元整（HKD� 5,352,000,000）贷款，贷

款期限不超过五年。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中洲（火炭）有限公司向HANG� SENG� BANK� LIMITED（恒生银

行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代理行及担保代理行）与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

NANYANG� COMMERCIAL� BANK, � LIMITED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DAH� SING�

BANK,� LIMITED（大新银行有限公司）、WING� LUNG� BANK,� LIMITED（永隆银行有限公

司）（作为贷款人）申请的不超过港币伍拾叁亿伍仟贰佰万元整（HKD� 5,352,000,000）贷款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内容是担保各项被担保债务的支付、

履行以及清偿，保证担保期限为借款人有义务向贷款人支付款项的各个到期日之后的二年。

以上担保金额在本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6 《关于核定公司2017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的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洲（火炭）有限公司（英文名：Centralcon� (Fo� Tan)� Company� Limited）

成立日期：2004年5月

注册地址：14/F,� EVERBRIGHT� CENTRE,108� GLOUCESTERROAD,WANCHAI,HK

业务性质：房地产投资（香港区域）

2、被担保人的股权架构图

3、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

截至2017年3月的财务数据：

单位：港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6

年

12

月末

2017

年

3

月末

资产总额

102,551.12 103,997.59

负债总额

105,769.68 106,912.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1,948.40 82,508.7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05,769.68 106,912.02

净资产

-2,687.50 -2,914.44

科目名称

2016

年

1-12

月

2017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194.41 -271.78

净利润

-997.33 -226.94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同意本公司为中洲（火炭）有限公司向HANG� SENG� BANK� LIMITED（恒生银

行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代理行及担保代理行）与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

NANYANG� COMMERCIAL� BANK, � LIMITED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DAH� SING�

BANK,� LIMITED（大新银行有限公司）、WING� LUNG� BANK,� LIMITED（永隆银行有限公

司）（作为贷款人）申请的不超过港币伍拾叁亿伍仟贰佰万元整（HKD� 5,352,000,000）贷款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担保内容是担保各项被担保债务的支付、

履行以及清偿，保证担保期限为借款人有义务向贷款人支付款项的各个到期日之后的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中洲（火炭）有限公司向HANG� SENG� BANK�

LIMITED（恒生银行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代理行及担保代理行）与BANK� OF� CHINA�

(HONG� KONG) � LIMITED （中国银行 （香港 ） 有限公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SIA) � CORPORATION� LIMITED（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股份有限公司）、NANYANG� COMMERCIAL� BANK,� LIMITED（南洋商业银行有

限公司）、DAH� SING� BANK, � LIMITED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WING� LUNG� BANK,�

LIMITED（永隆银行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人）申请的不超过港币伍拾叁亿伍仟贰佰万元整

（HKD� 5,352,000,000）贷款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内容是担

保各项被担保债务的支付、履行以及清偿，保证担保期限为借款人有义务向贷款人支付款项

的各个到期日之后的二年。

该笔担保金额在本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6 《关于核定公司2017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的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4,820.42万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

为171.44%，公司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25� � �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17-100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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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光启技术，证券代码：002625）自2017年4月12日下午

开市起临时停牌， 并于2017年4月13日发布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0），公司股票自2017年4月13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7年4月19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经公司确认，上述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经申

请，公司自2017年4月26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公司于2017年5月4日、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8日、2017年

5月25日、2017年6月5日、2017年6月10日、2017年6月17日、2017年6月23日、2017年6月30日、

2017年7月7日、2017年7月11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7月25日、2017年8月1日、2017年8月8日

和2017年8月15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关于筹划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6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77）、《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7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

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8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1）、《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97）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9）。

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后3个月内披露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规定，公司

已于2017年7月10日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7月11

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承诺争取在2017年

10月12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推进本次重组相关事宜，中介机构

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及有关事前审批申请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756� � �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2017-048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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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

兴江先生函告，获悉高兴江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解除质押理

由

高兴江 是

21,000,000 2016

年

12

月

27

日

2017

年

8

月

18

日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11.25%

提前还款解

除质押

高兴江 是

10,500,000 2017

年

2

月

7

日

2017

年

8

月

18

日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5.62%

提前还款解

除质押

合计

- 31,500,000 - - - 16.87%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高兴江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18,670.5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1.86%；高兴江先生累计质押股份10,090万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4.04%，占公

司总股本的28.03%。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7-099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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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17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一、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情况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18日和2017年8月3日召

开了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和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

券简称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公司中文名称变更为"安徽梦舟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Kingswood� Enterprise� Co.,Ltd"，中文证券简称变更为"梦舟股份

"，证券代码保持不变，并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披露的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85）和2017年8月4日披露的《2017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94）。

二、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2015年，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了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收

购，增加了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业务。 经过两年多的经营，公司在影视行业已经累积了一定的

经验和实力。 目前公司已基本形成了铜加工和影视剧制作的双主业格局。

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和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

证券简称的议案》，2017年8月14日，公司取得了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并

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97）。

三、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公司变更名称和证券简称后， 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变更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状况

及整体发展战略，也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实施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公司证券简称将于2017年8月25日起由"鑫科材料"

变更为"梦舟股份"，证券代码"600255"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17-055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获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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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医械"）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

《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人名称：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2幢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

产品名称：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装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173773294

产品适用范围：该产品主要用于PTCA手术中，在体外辅助建立导引钢丝进入人体的工作

通道。

注册证批准日期：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注册证有效期至：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装"由按压式Y型连接器、塑型针和扭转器组成。 主要用于经皮

经腔冠脉血管成型术（PTCA）中，在体外辅助建立导引导丝进入人体的工作通道；其中，按压

式Y型连接器在体外用于帮助导引导丝进入人体；扭转器在体外固定在导引导丝的末端，便于

医生扭转导引导丝进入人体；塑型针在体外用于将不同形状的导引导丝塑型为直型。

康德莱医械于2012年12月20日取得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沪食药

监械（准）字2012第1771079号"的"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装"注册证（注册证有效期为四年），该

产品原系一类医疗器械，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于2013年4月24日颁布的《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可降解泪道栓子等53个产品分类界定的通知》（食药监

办[2013]11号），"PTCA手术用Y型连接阀"作为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上述"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

装"属于该类产品范畴，故康德莱医械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了上述产品作为三类

医疗器械的注册，并于近日获批。

上述"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装"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是对公司现有介入类产品线的

有效补充，有利于丰富公司在介入类产品中的种类，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对公司在介

入治疗领域发展和市场拓展具有积极意义。

2016年， 公司"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装"产品在国内市场形成的销售收入不足100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足1%，上述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的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按压式Y型连接器套装"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具体影响，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