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定投业务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自2017年10月16日起，本公司旗下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基金代码：150968）在上述基金销售机构开通定投业务或费率优

惠。 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公司名称 代销基金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银河证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

（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

注明的费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网上系统交易方式场外申购，享受费率

4

折

优惠；通过申万宏源电话委托等非现场方式申购，享受费率

5

折

优惠。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西部网上系统交易方式申购，享受费率

4

折

优惠；通过申万宏源西部电话委托等非现场方式申购，享受费率

5

折优惠。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非柜台渠道，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

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光大证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

（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

明的费率）。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平安证券场外渠道申购（仅限前端模式），享受申购

费率

1

折优惠。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按

4

折优惠

(

申购费率指各基金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固定费用按原费率执行，不享受上述折扣。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客户端申购基金的，享

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基金原合同条

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第一创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

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指定基金，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

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人通过兴业证券网上交易、手机委托申购基金，其购买手续

费享有优惠，原手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

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

手续费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固定费用执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安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

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广州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客户端购买部分开放

式基金（仅限前端模式），其购买手续费享有优惠，原手续费率高

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

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西南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低于

0.6%

。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享有

1

折申购费率优惠。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手机证券委托方式申购基金的，享受申购

费率

1

折优惠，原费率为固定费率的不享有费率折扣。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个人客户通过山西证券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场外前端模式）

,

享有

1

折申购费率优惠。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国海证券代理销售的开放式基金

（仅限前端、 场外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 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华信证券网上交易、手机

app

方式申购基金的，享受

申购费率

1

折优惠，原费率为固定费率的不享有费率折扣。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享有

1

折申购费率优惠。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申购、定投开放式基金，享有

4

折申购费率优惠。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

投资者通过南京证券网上交易（通达信、同花顺）、手机交易（金

罗盘、大智慧）等非现场交易方式进行场外申购，原标准申购费

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标准申购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

；原

标准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仍按原标准申购费率执行。

三、定投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公司名称 代销基金

定投起点金额

（元）

是否开通定投

申购费率优惠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定期定额

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

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 （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

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临柜方式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原申购费

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

的

8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限前端收费模式，原费率指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

上注明的费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500

否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500

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华龙证券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基金申购

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

率不低于

0.6%

。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平安证券办理定期定额业务，享受定投

申购费率

1

折优惠（仅限前端模式）。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亲临华安证券营业部现场开通指定基金的

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

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将持续享受

8

折优惠（申购

费率指各基金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

费率）。 固定费用按原费率执行，不享受上述折扣。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客户端进

行定投申购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

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基金原合同条

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第一创业证券办理定期定额业务，基金

申购手续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

费费率不低于

0.6%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200

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人通过兴业证券网上交易、手机委托定期定额

申购的最低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四折， 且不低于

0.6％

。投资人通过兴业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

申购的最低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八折， 且不低于

0.6％

；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原手续费为固定费用的，按原固定费用执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300

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人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办理定期定额申购

的最低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

。

投资人通过海通证券柜台办理定期定额申购的最

低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八折，且不低于

0.6%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

是

投资者通过中银证券定投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享

受

4

折优惠，如固定费用按原费率执行。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通过华西证券申购、定投，享有

1

折申购费率优惠。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西南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申购手续

费费率享受

4

折优惠，折扣优惠后的手续费费率不

低于

0.6%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手机证券系统进行定投申购

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4

折，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

率低于

0.6％

的，则按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200

否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个人客户通过山西证券申购、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场外前端模式）

,

享有

1

折申购费率优

惠。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国海证券代理销售

的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

是

投资者通过华信证券网上交易、手机

app

方式定投

申购基金的，享受定投申购费率

1

折优惠。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是 申购、定投开放式基金，享有

4

折申购费率优惠。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0

否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

10

否

四、办理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0860

网址：www.galaxyasset.com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4、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 www.swhysc.com

5、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6、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7、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8、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668、4006898888

网址：www.hlzqgs.com

9、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网址： stock.pingan.com

10、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591-96326

网址：www.hfzq.com.cn

11、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18

网址：www.hazq.com

12、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1

网址：www.cindasc.com

13、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14、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518

网址：www.962518.com

15、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1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3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www.htsec.com

17、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961303

网址： www.gzs.com.cn

18、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96-096

网址：www.swsc.com.cn

19、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 www.gf.com.cn

20、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3

网址：www.i618.com.cn

21、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6045678

网址：www.txsec.com/� jijin.txsec.com

2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3、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2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4、4008-888-818

网址：www.hx168.com.cn

2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 www.gf.com.cn

26、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网址：www.nesc.cn

27、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28、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29、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532)96577

网址：www.zxwt.com.cn

30、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cs.ecitic.com

31、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86

网址：www.njzq.com.cn

32、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33、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999

网址：www.shhxzq.com

3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70

网址：www.glsc.com.cn

35、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96-6188

网站：www.cnht.com.cn

36、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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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 002739� � �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17-065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经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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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让投资者更及时地了解公司在电影市场经营数据信息，

定于每月前7个交易日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电

影票房及相关数据信息。 相关数据信息如下：

2017年9月，公司实现票房5.3亿元，观影人次1,288.9万人次。 1-9月累计票房65.2亿元，同比增长13.2%，累

计观影人次15,496.4万人次，同比增长9.7%。 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拥有已开业影院478家，4,211块银幕。

上述数据为公司内部经营系统统计数据，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以公司财务系统数据为准，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 � 股票简称：*ST钒钛 公告编号：2017-6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总经理助理和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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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总经理助理邓孝伯先生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冯家祥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邓孝伯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 冯家祥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职务。 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邓孝伯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总经理助理职务后，仍在本公司担任钒技术总监职务。

冯家祥先生在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后，仍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冯家祥先生辞去证券事务代表

后，石灏南先生仍将继续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对邓孝伯先生和冯家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公告编号：2017-08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月末累计新增借款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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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

（五）》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公司月末累计新增借款情况予以披露，具体如下：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2017年度累计新增借款（合并口径）为28,820.13万元（包括银行借款、委托

贷款、融资租赁、股东借款、公司债券及其他借款等业务类别），占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合并口径）的

比例为2.55%。上述新增借款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良好，新增

借款对公司偿债能力无不良影响。

新增借款相关数据最终以公司定期报告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7年10月14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000572 � � �编号：2017-39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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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

2016年11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根据该次会议决议，公司在保

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将2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12个月，自

公司董事会同意且资金转出之日起计算。

截至2017年10月12日，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1,500万元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其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日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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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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52�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7—038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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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预计2017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的

情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范围为100万元至800万元。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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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 亏损：

15,157.17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由于国内及海外部分客户重要订单延后，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不及预期。

2.报告期内存储芯片、PCB、包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高，导致产品毛利水平下降明显。

3.报告期内公司提升新产品的技术研发，增强研发人员投入，相关人力成本、技术支持等费用有所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有关2017年1～9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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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洪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奇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清国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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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308,463.19 1,702,716,701.98 1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6,954,387.64 976,896,070.10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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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67,930.98 17,609,066.98 3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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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458,259.12 1,220,807,744.59 4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58,317.54 52,302,107.75 7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7,462,176.28 27,896,217.89 141.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8.97 7.23

增加

1.7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90 0.61 47.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90 0.61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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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0.06 -56,917.6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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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770.02 29,202,095.0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471,579.42 8,014,932.92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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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1,295.26 -6,559,233.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342,590.54 -8,004,735.73

合计

2,908,223.58 22,596,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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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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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杰 67,045,119 67.05 67,045,119 质押 16,300,000 境内自然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2,419,402 2.42 2,419,402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9,239 1.24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85 0.80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32,911 0.73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700,000 0.70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2,655 0.56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锐进16期中欧瑞博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561,626 0.56 0 未知 0 其他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少杰伍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53,182 0.55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增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8,800 0.52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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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9,239 人民币普通股 1,239,23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85 人民币普通股 800,08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2,911 人民币普通股 732,9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2,655 人民币普通股 562,65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锐进16期中欧瑞博证券投资集合 561,626 人民币普通股 561,626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少杰伍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53,182 人民币普通股 553,1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增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800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48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8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鸿价值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3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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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8,674,661.13 159,486,853.41 -38.13% 主要是购置设备支出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01,911,106.44 146,849,648.98 -30.60% 主要是货款结算使用票据减少

应收账款 441,559,426.33 271,255,914.17 62.78% 主要是地产客户销售规模扩大，应收款相应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8,713,414.93 14,781,825.04 -41.05% 主要是收回华通银行筹备金所致

存货 237,059,972.12 127,170,518.02 86.41% 主要是为应对销售旺季，增加了原材料及产成品的储备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1,980,448.22 58,501,770.86 40.13% 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947,136.63 10,034,133.89 39.00% 主要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87,092,833.00 41,040,000.00 355.88% 主要是增加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支付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88,661,038.10 25,508,295.80 247.58% 主要是预收客户订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2,260,746.21 67,293,510.57 -52.06% 主要是平时计提奖金较年末奖金少所致

应交税费 48,546,835.72 36,060,377.28 34.63% 主要是销售增长对应税费增加所致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17,458,259.12 1,220,807,744.59 40.68%

主要是工程墙面涂料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9.59%，家装墙面

涂料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8.66%所致

营业成本 1,029,040,617.94 665,223,004.20 54.69%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及原料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23,715,639.30 17,501,939.57 35.50% 主要是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重分类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488,667.62 -7,504,951.63 不适用 主要是客户资金占用费收入减少，且贷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527,147.34 8,564,071.81 46.28% 主要是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56,709.98 2,805,257.50 137.29% 主要是本期公益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261,831.76 15,376,551.21 31.77% 主要是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831,415,374.67 1,273,560,935.86 43.80% 主要是销售增长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015,138,427.30 644,922,804.72 57.40% 主要是支付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0,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是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398,500,000.00 -100.00% 主要是去年同期IPO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4,000,000.00 80,000,000.00 167.50% 主要是贷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2,736,974.76 155,000,000.00 50.15% 主要是提前偿还贷款所致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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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3月23日，公司与广州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其承诺在2017-2019

年期间采购公司建筑涂料不少于10亿元，2017-2021年期间意向采购总金额约20亿元（公告索引：2017-004

号、2017-005号）。 截止期末，公司向广州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涂料及相关产品共计11,293.37万元。

2、2017年6月6日，公司与安徽明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计划投资人民币5-8

亿元在明光市化工集中区新建“新型建材（含涂料）生产及配套项目”（公告索引：2017-025号）。 截止期

末，公司正在组织人员进行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

3、2017年9月20日，公司与河北博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约6-10亿元在博野经济开发区新建“新型建材生产（含涂料）项目”（公告索引：2017-044号）。 截止期末，

公司正在组织人员进行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

4、2017年9月15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索引：2017-038号、2017-042号、2017-043号），目前公司正在按照《上市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积极推进该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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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司营销网络的逐步完善和品牌知名度日益提升， 预计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2016年度相

比增幅约为30%至50%。 上述数据仅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7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 杰

日期2017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37� � �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17-048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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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7年10月9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洪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米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米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米粒先生简历见附件），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米粒先生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审议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附件：

米粒，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暨南大学法律硕士，具有企业法律顾问

资格和律师资格。 1996年7月至2000年2月在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2000年2月至

2004年2月任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2004年2月至2012年8月任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法律室主任；2012年8月至2013年5月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2013年5月至2016

年12月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任银亿集团有限公司证

券部负责人；2017年8月加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米粒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

前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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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737� � �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17-049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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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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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现将三

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情况

2017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为1,717,458,259.12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1,648,188,172.46元，其他业务收

入为69,270,086.66元。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产销情况如下：

类别

2017

年

1-9

月

产量（

kg

）

2017

年

1-9

月

销量

(kg)

2017

年

1-9

月

销售收入

(

元

)

家装墙面漆

自产

69,969,564.07 68,158,604.93 464,001,189.00

OEM 0 67,630,845.00 57,742,816.09

工程墙面漆

自产

152,182,848.75 145,712,048.52 781,208,095.73

OEM 0 29,981,938.00 33,599,170.56

家装木器漆 自产

7,216,266.56 6,910,227.48 145,301,394.79

工业木器漆

自产

5,298,898.90 4,933,956.00 67,016,843.82

OEM 0 98,316.00 765,246.35

万能胶 自产

2,362,760.70 2,185,760.60 28,116,636.77

白胶

自产

10,990,635.20 10,436,025.00 40,551,110.60

OEM 0 42,944.50 178,212.21

其他

自产

1,697,231.28 1,391,600.43 18,879,835.70

OEM 0 1,264,634.19 10,827,620.84

小计

自产

249,718,205.46 239,728,222.96 1,545,075,106.41

OEM 0 99,018,677.69 103,113,066.05

总计

249,718,205.46 338,746,900.65 1,648,188,172.46

备注：公司OEM产品主要为各类产品的辅助材料，如腻子粉、干挂胶、瓷砖胶等，下同。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类别

2017

年

1-9

月

平均单价（元

/kg

）

2016

年

1-9

月

平均单价

(

元

/kg)

变动幅度

家装墙面漆

自产

6.81 6.52 4.45%

OEM 0.85 0.82 3.66%

工程墙面漆

自产

5.36 5.74 -6.62%

OEM 1.12 1.03 8.74%

家装木器漆 自产

21.03 20.10 4.63%

工业木器漆

自产

13.58 13.39 1.42%

OEM 7.78 7.43 4.71%

万能胶 自产

12.86 12.60 2.06%

白胶

自产

3.89 3.85 1.04%

OEM 4.15 8.60 -51.74%

其他

自产

13.57 13.99 -3.00%

OEM 8.56 11.39 -24.85%

三、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类别

2017

年

1-9

月

平均采购单价

(

元

/kg)

2016

年

1-9

月

平均采购单价

(

元

/kg)

变动幅度

乳液

7.52 6.85 9.76%

钛白粉

14.30 10.73 33.29%

颜填料

0.97 1.03 -5.55%

助剂

19.91 21.20 -6.10%

树脂

17.24 14.50 18.88%

溶剂

5.52 4.58 20.44%

单体

9.49 6.77 40.29%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

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7-77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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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9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538.36

万元—

969.05

万元

盈利：

2153.45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55%

—

7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120

元—

0.0217

元 盈利：

0.0481

元

（三）2017�年7月1日—9月30日的业绩预计

项目

2017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404.39

万元—

-242.63

万元

盈利：

808.7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30%

—

15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090

元—

-0.0054

元 盈利：

0.018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烟用丝束、咀棒产业的转型成本加大所致。 主要有，新厂

区固定资产折旧同比增加568万元，房产税同比增加54万元，财务费用同比增加222万元，管理费用同比增

加167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737� �公司简称：三棵树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