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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兆新股份，证券代码：002256）自2017年6月5日开市

起停牌，并于2017年6月5日和2017年6月12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及《重大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

经论证确认，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19日开

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2017年6月26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7年7月3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17日、2017

年7月24日及2017年7月31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7年8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停牌2个月期满后继

续停牌，并于2017年8月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7

年8月14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终止了与东莞阿李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的交易，与河南惠强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

2017年8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股票停牌3个月期满后申请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8月19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的公告》；2017年8月28日、

2017年9月4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7年9月4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停牌3个月期满后继续停牌，并于2017

年9月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2017年9月12日、2017年9月

19日、2017年9月26日及2017年9月30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次

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和论证。因目前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

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16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履行必

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中介机构加快工作进度，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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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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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总监兼副总裁魏美钟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1,437,80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96%），其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0121%）。

2、公司副总裁张兴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51,41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32%），其计

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1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107%）。

3、公司副总裁应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32,3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60%），其计划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3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114%）。

4、公司副总裁燕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8,34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27%），其计划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03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截至本公告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魏美钟 1,437,802 0.0496%

张兴明 1,251,413 0.0432%

应 勇 1,332,335 0.0460%

燕 刚 368,349 0.012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姓名 减持原因 股份来源 减持数量及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期间

魏美钟 个人资金需求

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股份

不超过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0.0121%

集中竞价交易

视市场价格确

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

张兴明 个人资金需求

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股份

不超过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0.0107%

集中竞价交易

视市场价格确

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

应 勇 个人资金需求

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股份

不超过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0.0114%

集中竞价交易

视市场价格确

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

燕 刚 个人资金需求

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股份

不超过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0.0031%

集中竞价交易

视市场价格确

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

注：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魏美钟先生、张兴明先生、应勇先生、燕刚先生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如下：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

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魏美钟先生、张兴明先生、应勇先生、燕刚先生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

拟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

行承诺。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魏美钟先生、张兴明先生、应勇先生、燕刚先生将根

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魏美钟先生、张兴明先生、应勇先生、燕刚

先生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公

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魏美钟先生、张兴明先生、应勇先生、燕刚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2017年 10月 1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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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廖增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寇光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守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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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52,997,595.24 50,765,015,455.16 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962,657,176.70 14,821,586,070.82 61.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1,450,899.31 5,213,297,121.19 8.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8,963,503,949.47 20,932,181,906.60 8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10,995,979.02 2,500,252,820.92 2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47,080,686.60 2,499,935,680.97 209.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7 19.95 增加18.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87 0.96 198.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765,850.10 -59,777,942.6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46,618,627.34 151,009,135.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8,646.18 15,733,532.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8,792.98 -20,580,142.51

所得税影响额 689,710.21 -22,469,290.44

合计 -4,530,073.39 63,915,292.4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3,6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310,256,380 47.92 0 质押 213,1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36,598,825 1.34 0 未知 未知

上海绿联君和产业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842,227 1.02 27,842,227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5,598,520 0.94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068,228 0.9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23,949,233 0.88 22,273,781 未知 未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东证资管－平安人寿委托

投资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417,776 0.60 0 未知 未知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富13号资产管理计划

13,928,240 0.51 13,928,240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921,114 0.51 13,921,114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310,256,38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256,38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36,598,825 人民币普通股 36,598,8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5,598,5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068,228 人民币普通股 25,068,22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证资管－平安人

寿委托投资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417,776 人民币普通股 16,417,77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2,946,716 人民币普通股 12,94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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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7,455 人民币普通股 11,997,45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914,069 人民币普通股 11,914,06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8,199,742 人民币普通股 8,199,7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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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或本

期数)

上年期末数(或上年

同期数)

变动额

本期金额较

上期金额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754,797,102.44 1,986,803,439.19 767,993,663.25 38.65

主要为准备归还到期借款留取的款

项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0,299,447,286.72 3,608,297,836.67 6,691,149,450.05 185.44 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3,281,025,591.43 1,714,873,634.39 1,566,151,957.04 91.33 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521,915,236.78 239,227,748.59 282,687,488.19 118.17 主要为预付的原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2,003,027.02 126,061,504.73 55,941,522.29 44.38

主要为本期支付海关保证金增加所

致。

存货 6,321,078,779.47 4,337,350,786.56 1,983,727,992.91 45.74 主要为LPG及聚氨酯产品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6,034,582.65 1,223,181,558.97 -887,146,976.32 -72.53 主要为本期增值税留抵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6,031,416,257.00 4,244,587,397.64 1,786,828,859.36 42.10

主要为烟台工业园项目投资增加所

致。

工程物资 882,519,929.29 454,182,921.75 428,337,007.54 94.31 主要为工程项目采购设备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971,554,072.53 447,603,763.74 523,950,308.79 117.06

主要为本期递延收益、坏账准备等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10,400,732.05 348,101,676.33 362,299,055.72 104.08 为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162,031,937.52 8,501,465,901.41 3,660,566,036.11 43.06 主要为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7,514,019.66 -7,514,019.66 -100.00 为套期工具平仓所致。

预收款项 2,764,102,446.65 1,496,702,136.79 1,267,400,309.86 84.68 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09,465,253.45 362,941,027.16 146,524,226.29 40.37

主要为本期尚未发放的人工费用增

加所致。

应交税费 1,336,921,067.28 556,392,301.68 780,528,765.60 140.28

主要为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增

加所致。

应付利息 37,532,176.21 91,712,154.74 -54,179,978.53 -59.08

主要为本期偿还10亿中期票据以及

17亿短期融资券后，相应的应付利息

减少所致。

应付股利 332,253,125.00 332,253,125.00

为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及

万华化学（宁波）氯碱有限公司已宣

告但尚未支付的归属少数股东的股

利。

其他流动负债 1,700,000,000.00 -1,700,000,000.00 -100.00 为偿还前期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 1,352,722.00 2,705,450.00 -1,352,728.00 -50.00

为偿还烟台市财政局转贷资金部分

本金所致。

递延收益 1,126,006,734.99 475,428,079.03 650,578,655.96 136.84 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2,392,983,416.27 48,410,490.40 2,344,572,925.87 4,843.11 主要为本期增发的股本溢价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6,272,454.23 7,607,533.24 8,664,920.99 113.90

主要为海外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以及套期工具平仓所致。

营业收入 38,963,503,949.47 20,932,181,906.60 18,031,322,042.87 86.14

主要为本期聚氨酯和石化产品销量

增加，及异氰酸酯价格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 23,762,343,011.11 14,628,719,989.24 9,133,623,021.87 62.44

主要为本期聚氨酯及石化产品销量

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304,423,717.72 71,349,811.15 233,073,906.57 326.66

主要为本期城市维护建设税及附加

税增加，以及新增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等税种列示所致。

管理费用 1,413,716,412.74 1,071,440,217.97 342,276,194.77 31.95

主要为本期人工费用及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8,781,164.30 56,663,357.93 152,117,806.37 268.46

主要为本期应收账款增长导致坏账

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79,561,569.20 36,498,714.94 43,062,854.26 117.98

主要为自2016年7月1日起宁波榭北

热电有限公司作为合营企业，采用权

益法核算所致。

其他收益 136,418,296.15 136,418,296.15

按照新准则规定，2017年1月1日以后

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本项目列示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256,041.63 68,606,757.52 -49,350,715.89 -71.93

主要为报告期内与日常经营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转入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63,300,451.97 46,125,097.22 17,175,354.75 37.24

主要为本期固定资产处置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27,384,390.11 727,221,559.33 1,700,162,830.78 233.79

为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10,222,489.10 -1,963,239,775.82 653,017,286.72 33.26 主要为报告期内增发资金到账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1年公司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实业” ）于欧洲匈牙利布达

佩斯时间2011年1月31日收购了匈牙利BorsodChem� 公司96%的股权， 由于BorsodChem公司

（以下简称“BC公司” ）与万华化学形成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万华实业承诺“在BC公司的运

营状况显著改善以后（包括但不限于预计未来12月不会出现正常性的经营性亏损、BC公司具

备可持续性经营条件）的18个月内，万华化学有权要求万华实业提出以适当的方式解决BC公

司与万华化学业务合并的议案；同时万华实业承诺在BC公司的运营状况显著改善以后的18个

月内，提出以适当的方式解决与万华化学业务合并的议案，且在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时，

万华实业将予以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临2011-01号公告。

2014年，双方在该协议的基础上已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顺延三年，协议

到期后双方可再另行商定。

2017年，双方在该协议的基础上继续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顺延三年，协

议到期后双方可再另行商定。

2016年，万华实业已完成对BC公司剩余4%股权的收购。截至2016年末，万华实业持有BC

公司100%股权。

根据公司于2017年4月29日发布的临2017-36号公告，万华实业将于2018年9月21日前以合

并方式解决BC公司与万华化学的同业竞争问题。该事项目前尚在进展中。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增太

日期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09�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17-66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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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要求，现将2017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1-9月份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聚氨酯系列 1,373,256 1,382,001 2,242,526

石化系列 1,347,196 2,531,853（含LPG贸易） 1,075,870

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 181,296 172,726 302,099

注：根据公司战略布局的需要，考虑功能材料系列、特种化学品系列都属高附加值、客户定

制类产业，因此将功能材料系列、特种化学品系列合并为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MDI产品

报告期内MDI市场整体货源偏紧,价格处于高位运行，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上涨。公司1-9

月份MDI产品挂牌价如下表：

单位：元/吨

产品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纯MDI

2017年 22,200 23,200 25,700 28,200 28,200 27,200 25,700 25,700 27,700

2016年 16,600 16,600 17,600 18,600 19,200 19,400 19,400 19,400 17,700

聚合MDI

（直销）

2017年 22,000 24,000 27,000 26,000 23,000 23,000 23,000 24,000 28,500

2016年 12,000 10,500 11,500 12,500 13,500 14,200 14,200 13,500 15,000

聚合MDI

（分销）

2017年 22,000 24,000 26,000 25,500 23,000 23,000 23,000 24,000注1 28,500注2

2016年 12,000 10,500 10,800 11,800 12,800 13,500 13,500 12,800 14,500

注1：根据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发布的临2017-61号“万华化学2017年8月份中国地区聚合

MDI分销市场价格调整公告” ， 自2017年8月22日起， 将聚合MDI的分销市场挂牌价调整为

29000元/吨。

注2：根据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发布的临2017-63号“万华化学2017年9月份中国地区聚合

MDI分销市场价格调整公告” ， 自2017年9月12日起， 将聚合MDI的分销市场挂牌价调整为

35000元/吨。

2、石化产品

2017年三季度，公司石化产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幅度上涨，这与原油价格同比

大幅上涨趋势基本一致。综合三季度情况来看，山东丙烯均价7580元/吨，与第二季度相比上涨

12%，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4.3%；华东环氧丙烷均价11292元/吨，与第二季度相比上涨14.6%，与

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2.7%；华东丁醇均价7658元/吨，与第二季度相比上涨25.1%，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涨41.1%；华东丙烯酸均价8247元/吨，与第二季度相比上涨10.6%，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36.3%；

华东丙烯酸丁酯均价10378元/吨，与第二季度相比上涨17.9%，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46.3%；NPG

华东进口加氢均价15586元/吨，与第二季度相比上涨5.1%，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63.4%。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1、纯苯

2017年三季度国内纯苯平均价格在6200元/吨左右，纯苯价格相对平稳。7月～8月，山东地

炼的纯苯新增产能释放，国内供应相对充裕，纯苯价格维持在6100元/吨左右；9月份由于部分

上游工厂装置出现异常，价格上涨至6300元/吨左右。

2、煤炭

受煤炭供给测改革、 煤矿持续限产及安全检查影响，2017年三季度煤炭供应持续紧张，煤

价继续上涨；2017年三季度煤炭采购价较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接近30%。

3、丙烷、丁烷

三季度国际液化气在7月短暂回调后迅速反弹，8、9月份国际液化气市场表现强势。8月CP丙烷

420美元/吨，环比上涨21.7%，8月丁烷460美元/吨，环比上涨26.0%；9月CP丙烷480美元/吨，环

比上涨14.3%，9月CP丁烷500美元/吨，环比上涨8.7%。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4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2017-05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9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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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7年1-9月份新签合同额人民币4,07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2%，其中新签

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359.7亿元。

9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二十冶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龙龙湖体育运动公园建设及宝龙片区道路提升改造EPC项目 24.9

2

中冶海外工程

有限公司

吉隆坡8�CONLAY�凯宾斯基酒店项目 22.6

3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创意路（原兴隆122路）等5个融资建设项目 17.6

4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前来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17.0

5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南充市高铁商务区配套基础设施PPP项目（PPP项目） 15.0

6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高新区海西园创新园三期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创新园三期A、

B、C地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PPP项目）

10.6

7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市新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PPP项目街景整治工程（PPP

项目）

10.4

8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国富光启月浦孵化基地扩建项目 9.0

9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内蒙古乌海经济开发区海勃湾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三期 8.1

10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中福.黄金水岸一二期工程建设工程建筑施工总承包合同 8.0

11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濮阳市示范区市政工程建设（3包）PPP项目（PPP项目） 7.9

12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江西南昌九龙湖新城城市综合管廊一期工程2标段 7.2

13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福建三明全能量回收清洁环保型制焦工程PC总承包工程 6.9

14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乐山市主城区城市功能提升工程项目（停车场及公共厕所）勘察-设计-

施工一体化承包

6.9

15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湖北荆州区城南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6.7

16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市延平湖三江六岸景观市政改造提升工程 6.2

17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马鞍山幼儿师范学校新校区PPP项目（PPP项目） 5.7

18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东莞市普联技术有限公司生态园网络通讯设备生产项目2号厂房、3号厂

房、2号宿舍

5.4

19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阳江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不锈钢深加工工程机电设备成套 5.2

20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阳江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不锈钢深加工技术改造主体配套及公辅总承

包合同

5.1

21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泗县中冶城市花园商品房EPC 5.0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211.3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9.6%

注： 重大合同分项金额与合计金额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将数位调整为保留小数点后一

位所致。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2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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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2017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2017年8月29日披露的《2017年半年

度报告》中对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7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900万元至-3,3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口 亏损 口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口 同向下降 口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300万元—1500万元 亏损：2,790.28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1、由于加强成本控制，使得毛利率略有提升；

2、内部管理的进一步加强，费用有所控制使得三项费用也有下降。

四、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敬请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3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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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通知，为进一步优化股东结构推进上市公司的战略实现，实际控制人拟向第

三方转让部分股权，预计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步森股份，证券代码：002569）于2017年10月9日（星期一）开市起

停牌，详见2017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筹划股权转让事项继续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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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步森股

份，证券代码：002569）自2017年10月1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待上

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通过指定媒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0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同时满足公司经营业务需要，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IPO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部分2016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归集或变更；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18）。

近日，公司连同广发证券与平安银行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一、公司已在平安银行南京分行开设了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情况

如下：

1、IPO结余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1500008954424，截止2017年9月11日，专

户余额为4326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IPO募集资金结余资金的存储和管理，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2、再融资募投项目专户：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15000089546898，截止2017年9月11日，专

户余额为5932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此外，公司原开设的用于管理"基于云端虚拟工厂的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产业化项目"的

专项账户内的部分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目前尚未到期，待产品到期后，本金连同结算利息

共计约16312万元将一并转存入上述专户内。

二、公司与平安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鹏翔、侯卫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平安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平安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的，平安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平安银行。

八、 平安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监管协议自公司、广发证券、平安银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 （2017年12月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7-047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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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持有的子公司镇江

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港和新材"）、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中技新材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港发工程"）、镇江港润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港润

物业"）全部股权（简称"置出资产"）与控股股东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瀚瑞投

资"）持有的中小企业创新园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

区城投"）持有的智能装备园1期资产（简称"置入资产"）进行置换。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7

年6月13日和2017年6月29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7年6月30日公司完成了置出资产港和新材、 港发工程、 港润物业的股权变更手续；

2017年7月3日完成了置出资产中技新材的股权变更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7年7月4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

告》。

近日，公司接到瀚瑞投资通知，置入资产中小企业创新园资产及智能装备园1期资产权

属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取得相关不动产权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置出、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7-048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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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投资事项，且预计交易金额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控股股东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筹划协议转让持有

的部分公司股份， 以获得的资金支持公司上述重大投资事宜，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港股份，股票代码：002077）已于2017年10月9日（周一）开市起停

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7年10月10日《证券时报》上

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就对外投资事项积极磋商，控股股东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就部分股份转让事项积极与国资部门沟通。鉴于上述事项尚待进一步核查、论证、沟通

与协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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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港股份，股票代码：002077）自2017年

10月16日（周一）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将每五个交易日公告相关重大事项进

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

公司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09� �公司简称：万华化学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