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B� � � �公告编号：2017-94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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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皇庭国际、皇庭B，代码：000056、200056)�自2017年11月1日开市

起停牌，并于2017年11月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11月8日

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82）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84）。

2017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87），公

司股票自2017年11月15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2017年11月22日、11月29

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90、2017-91）。

2017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7-92），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并预计在2018年1月2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2017年12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9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本次重

组的复杂性，有关各方仍在就方案的具体内容进行积极磋商、论证，各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

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各项工作。因该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

香港《大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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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45� � �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临2017-111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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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苏金昇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或金昇实业）的通知，金昇实业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出质人 质权人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押股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

例（%）

是否为限售

流通股

金昇实

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分行

2017.12.13 质押解除之日 133,000,000 7.02 是

截至2017年12月14日，金昇实业持有公司股份共计872,622,2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04%,

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量为557,427,808股（其中120,000,000股已于2017年11月14日完成质押，详见

公司公告临2017-095；144,000,000股已于2017年12月1日完成质押，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104；

160,427,808股已于2017年12月11日完成质押，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110），占金昇实业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63.88%，占公司总股本的29.41%。

二、股份质押的目的、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1、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

本次股份质押系控股股东金昇实业为申请贷款资金提供质押担保。

2、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金昇实业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股份质押还款来源包括金昇

实业的生产经营及投资收益所得等。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股票价格若下跌导致触及预警线、平仓线的，金昇实业将采取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

提前还款等应对措施。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本次股份质押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17-046

债券代码:122255�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6� � � �债券简称:14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7� � � �债券简称:14赣粤02

债券代码:136002� � � �债券简称:15赣粤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1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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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司2017年11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7年11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85,907,175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72%。2017年

1-11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2,872,806,56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8%。

2017年11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7年

11月份

2016年

11月份

同比

增长率（%）

2017年

1-11月份

2016年

1-11月份

同比

增长率（%）

昌九高速 81,135,409 62,067,394 30.72 756,274,670 725,871,037 4.19

昌樟高速 53,587,643 65,773,351 -18.53 563,528,786 645,976,286 -12.76

昌泰高速 66,219,610 57,280,154 15.61 643,694,072 553,042,860 16.39

九景高速 52,770,166 47,597,396 10.87 584,998,001 529,593,888 10.46

彭湖高速 9,178,463 3,708,159 147.52 72,229,690 35,700,136 102.32

温厚高速 9,434,416 16,234,021 -41.88 105,103,787 170,864,133 -38.49

昌奉高速 6,251,704 5,918,192 5.64 66,484,030 67,830,294 -1.98

奉铜高速 7,329,764 6,833,746 7.26 80,493,526 80,014,513 0.60

合计 285,907,175 265,412,413 7.72 2,872,806,562 2,808,893,147 2.28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自2016年5月1日执行“营改增” 政策

后，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713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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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前收到控股股东谢保军先生办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及购回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谢保军先生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逐笔列

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原因）

谢保军 是

741.37

2017年11月20

日

2018年11月20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60%

个人融资1273

2017年11月20

日

2018年11月20日

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4788%

1650

2017年12月12

日

2018年12月12日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5091%

合计 3664.37 - - - 10.0139% -

2、股东股份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

解除质 押股

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 除质

押占其 所持

股份比例

原因

谢保军 是

1820

2016年11月21

日

2017年11月21

日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9737% 到期购回

1315.6

2016年12月19

日

2017年12月19

日

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5952%

2017年12月

13日提前赎

回

合计 3135.6 - - - 8.5689%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65,927,3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1213%，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17,652,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9.4796%，占本公司

总股本17.3212%。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及购回交易委托单；

2、提前购回申请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4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7-52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相关内容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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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协

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51号）。现公司收到股东昆山

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将上述公告中"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下第（一）项，"拟受让方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月19日17:00时之前（以下简称"征集

期"） 向创业控股提交受让申请文件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更正如

下：

"拟受让方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月19日17:00时之前（以下简称"征集期"）向创

业控股提交受让申请文件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

除上述更正外，其它内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4日

公司于2017年12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关于国有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50号）。2017

年12月13日，本公司收到股东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控股"）通知，创业

控股已于近期接到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意见， 同意创业控股以公开征

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和通过全资子公司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创业投资"）、昆山市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合计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3%（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现将本次转让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公告如下：

一、本次转让所涉及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拟转让股份数量：

（一）本次转让所涉及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所涉及的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四环生物，证

券代码：000518）。

本公司前身为江苏三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5月18日。1993年4月26日，经国

家体改委体改生（1992）87号文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1992）62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A股4,000万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1年9月17日，公司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80号文核准，增发

4,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于2001年1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名称"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000518。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945,937,438.4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54,968,674.16元。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327,313,301.33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

472,925.91元，基本每股收益0.0043元。

（二）拟转让股份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总数为1,029,556,222股，其中：创业投资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88,

593,1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0%；能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3,858,2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35%；创业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709,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创业控股、创

业投资及能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10,161,3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0%。

本次转让股份数量为创业控股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709,96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创业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8,431,8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能源公司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13,858,2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35%）， 即合计转让本公司股份6,000万股

（占总股本的5.83%）。本次转让完成后，创业控股仍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0,161,3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7%。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不会发生变化。

创业投资、能源集团已全权授权创业控股处理本次转让事宜。

二、本次转让的价格：

根据国资委及证监会《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本次转让价格

应不低于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即2017年12月9日）前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

均值的90%。最终交易价格在对拟受让方的申报价格进行综合评审后确定。

三、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本次转让的拟受让方应当至少具备如下条件：

（一）拟受让方应当为单一法人或自然人，且须独立受让全部拟转让股份,即拟受让股份

数量为6,000万股；

（二）拟受让方为法人：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5年以上的法人，但外商直接或间接投

资的法人除外；

2、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已就本次受让股份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承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其他法定程序；

（三）拟受让方为自然人：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无犯罪记录，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不存在大额逾期未偿还债务；

（四）拟受让方申报的受让价格应不低于《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中关于国有股转让价格的规定，且申报材料一经提交，受让价格不得修改；

（五） 拟受让方应在提交受让申请文件的同时向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保证金，

保证金为拟认购金额（6,000万股×每股报价）的30%；

（六）拟受让方具有合法、可靠的资金来源和足够的现金支付能力，具备良好的商业或个

人信用，能够按照国有股权转让有关规定以现金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四、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一）拟受让方请于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月19日17:00时之前（以下简称"征集期"）

向创业控股提交受让申请文件并将保证金支付至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创业控股指定的银行账户如下：

户名：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账号：72010120480000217

开户行：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营业部

（三）拟受让方应在征集期内向创业控股提供以下材料：

1、包含报价及报价说明、受让方简介（如受让方为法人，应包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

介，简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沿革、主营业务介绍、管理团队等）、收购资金来源及支付安

排与保证的《受让股份意向书》；

2、拟受让方为法人（以下材料均须加盖法人公章并密封）：

（1）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

（2）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3）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4）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说明；

（5）企业信用报告（详版）；

（6）内部决策程序文件；

（7）递交受让申请材料人员的授权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拟受让方为自然人（以下材料均须自然人签名并密封）：

（1）身份证复印件；

（2）个人简历；

（3）无犯罪记录证明；

（4）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说明；

（5）不存在大额逾期未偿还债务的说明；

（6）个人信用报告；

4、转让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以上文件一式三份，须同时提供电子文档。上述文件将用于评审使用，并根据评审需要进

行复制。文件一经接收，不予退还。

（四）受让申请文件的送达方式：特快专递。

（五）转让方指定的接收文件地址及人员如下：

联系人：许琦

通讯地址：江苏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180号创业大厦15层1507室

邮政编码：215300

电子邮箱：ksxuqi@126.com

电话：0512-57029890

五、征集程序

1、创业控股在征集期内接收拟受让方递交的受让申请文件和保证金；

2、在5个工作日内确定受让方，并退回其他申请人的保证金（不计利息），若最终确定的

受让方拒绝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其保证金不予退回；

3、《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的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在前述已支付的保证金基础上，补充

支付剩余保证金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的30%（如需）（保证金自《股份转

让协议》生效后自动转为等额股份转让价款）；

4、本次转让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完毕

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5、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本次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具体程序将在合法、合规、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创业控

股将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择优选择受让方，并严格按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后续事项。

六、批准事项

本次转让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批准后方能组织实施。

七、本次转让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公开征集完

成后，本次股份转让事宜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因此，一方面，在征集期内

转让方能否征集到拟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征集期内征集到拟受让方后，本次转

让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是否能实际实施也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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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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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优化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满足

经营发展需求，经2017年12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及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嘉德” ）与长

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回租租赁合同》，华泰嘉德用自有的部分在建工程资产以售

后回租的方式向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兴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融资期限12个月。

华泰嘉德为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何德赞，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场管理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旅游

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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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持有

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90%股权， 淮南粤泰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华泰嘉德55%股

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主路75号

4、法定代表人：张希荣

5、注册资本： 肆拾亿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 1996年02月02日

7、经营范围：金融业务（具体经营范围以中国银监会新疆监管局新银监复（2014）190号

批准文件为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租赁标的物：华泰嘉德所拥有的部分在建工程资产

2、类别：在建工程

3、权属：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该等资产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

四、拟定的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1、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含2.9亿元）

2、租赁方式：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

3、租赁期限：12个月

4、利率：综合年利率不高于8.613%

5、租赁担保：在建工程担保

五、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公司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现有在建工程资产进行融资，

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利用率，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对公司本年度利润

无影响，但租赁期内的利息及费用支出会相应增加公司当期财务费用。

2、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于融资租赁相关资产的正常开发建设，对生产经营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回购风

险可控。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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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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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决定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以及2017年1月16日召开2017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逐

项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系列议案。

2017年3月20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系列议案。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2017年

4月5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调整后的方案，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即不超过253,624,787股（含253,624,787股），并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东华枫尚阁项目 111,036.92 55,000.00

2 东华荣廷府项目 73,127.59 15,000.00

3 淮南公园天鹅湾（北区）项目 411,337.33 205,000.00

4

江门天鹅湾（江海花园南区10-3，11-3，

11-4，11-5）项目

85,139.22 75,000.00

合计 680,641.06 350,000.00

截至目前，上述非公开发行资料尚未报送至中国证监会。

二、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主要原因

鉴于当前资本市场、行业环境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公司考虑自身的实际

情况，同时综合考虑融资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董事会

慎重研究，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本次对非公开发行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正

常经营造成影响，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公司拟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对相关项目的投入等方式来完成。

三、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1、2017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发表了独立意

见。

2、2017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3、 鉴于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授权公司董事会可酌情

决定延期或终止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计划，因此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无需

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综合考虑近期融资政策环境、资本市场环境、监管要求

等各种因素后作出的决定。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情况产生实质影响，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公司拟通过使用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相关项目的投入等方式来完成。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鉴于

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综合考虑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可持

续发展需要等各种因素，同意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本次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终止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综合考虑

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慎重研究，

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审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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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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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

会议的通知于2017年12月1日以传真或电邮的方式向各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7年12月13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共9人，实际参与会议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公司关于与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的下属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华泰嘉德” ）与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回租租赁合同》，华泰嘉德用自有

的部分在建工程资产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兴

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融资期限12个月。公司

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在建工程资产进行融资，目的是为了提

高公司资产的利用率，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对公司本年度利

润无影响，但租赁期内的利息及费用支出会相应增加公司当期财务费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于融资租赁相关资产的正常使用，对

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

回购风险可控，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融资租赁业务。

二、《公司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鉴于当前资本市场、行业环境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公司考虑自身的实际

情况，同时综合考虑融资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董事会慎

重研究，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本次对非公开发行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造成影响，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公司拟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对相关项目的投入等方式来完成。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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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12月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2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成员共

3人，实际参与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全

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及相关政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综合考虑

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慎重研究，

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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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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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4日上午 10：00� 在公司

本部综合楼七层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祁百发先生

主持，13�名董事全部出席或委托出席本次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会议召集、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议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有效。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

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4月22日、2017年8月12日、2017年10月28日，公司分别公告了《2017年第一季

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经过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公司会计

人员记账失误，导致公司账目存在会计差错，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报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需要进行更正。公司本次定期报告的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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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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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

12月14日在公司本部七层接待室召开。全体监事会成员出席或委托出席会议，会议议程、决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

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4月22日、2017年8月12日、2017年10月28日，公司分别公告了《2017年第一季

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经过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公司会计

人员记账失误，导致公司账目存在会计差错，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报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需要进行更正。

公司本次定期报告的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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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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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

策、 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前期发生的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了

2017年第一季度、2017年半年度、2017年第三季度及2013年度部分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现将具

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会计处理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1、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报及2017年第一季度部分财务报表相关数据更正原

因

于2017年4月22日、2017年8月12日、2017年10月28日，公司分别公告了《2017年第一季度报

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经过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公司会计人员

记账失误，导致公司账目存在会计差错，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报及2017年第

一季度报告需要进行更正。

2、2013年年报更正原因

公司于2017年4月5日停牌并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并于2017年11月21日公告了与本次

重组相关文件。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山西三维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7] 第24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依照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公司对以前年度收入进行了核查，发现公司2013年存在部分

贸易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的问题。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及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就会计差错进行更

正。

（二）公司具体的会计处理

1、调整2017年度会计处理

调整营业收入-6,871,794.87元、营业成本-6,837,606.83元、净资产-34,188.04元、利润总额

-34,188.04元、净利润-34,188.04元。

2、追溯调整涉及 2013�年度会计处理

追溯调整2013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12,460,220.58元，对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均无

影响。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调整营业收入-6,871,794.87元、营业成本-6,837,606.83元、净资产-34,188.04元、利润总额

-34,188.04元、净利润-34,188.04元。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预付款项 92,129,448.50 6,837,606.83 98,967,055.33

流动资产合计 1,190,951,263.59 6,837,606.83 1,197,788,870.42

资产总计 4,866,275,523.30 6,837,606.83 4,873,113,130.13

预收款项 79,627,965.17 6,871,794.87 86,499,760.04

流动负债合计 4,486,930,806.62 6,871,794.87 4,493,802,601.49

负债合计 4,687,176,098.67 6,871,794.87 4,694,047,893.54

所有者权益 179,099,424.63 -34,188.04 179,065,236.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201,891,402.87 -20,512.82 201,870,890.05

对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1,723,646,429.76 -6,871,794.87 1,716,774,634.89

营业成本 1,744,118,890.71 -6,837,606.83 1,737,281,283.88

营业利润 -371,583,064.57 -34,188.04 -371,617,252.61

利润总额 -348,067,608.43 -34,188.04 -348,101,796.47

净利润 -348,810,066.24 -34,188.04 -348,844,254.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8,184,736.84 -20,512.82 -338,205,249.66

（二）2017年半年度报告

调整营业收入-6,871,794.87元、营业成本-6,837,606.83元、净资产-34,188.04元、利润总额

-34,188.04元、净利润-34,188.04元。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预付款项 53,511,656.21 6,837,606.83 60,349,263.04

流动资产合计 1,418,265,309.55 6,837,606.83 1,425,102,916.38

资产总计 5,159,993,023.18 6,837,606.83 5,166,830,630.01

预收款项 23,175,569.60 6,871,794.87 30,047,364.47

流动负债合计 4,547,594,739.02 6,871,794.87 4,554,466,533.89

负债合计 4,877,193,996.35 6,871,794.87 4,884,065,791.22

所有者权益 282,799,026.83 -34,188.04 282,764,838.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301,137,415.54 -20,512.82 301,116,902.72

对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1,117,337,137.70 -6,871,794.87 1,110,465,342.83

营业成本 1,136,624,051.07 -6,837,606.83 1,129,786,444.24

营业利润 -270,955,767.44 -34,188.04 -270,989,955.48

利润总额 -243,712,026.86 -34,188.04 -243,746,214.90

净利润 -244,342,712.58 -34,188.04 -244,376,900.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8,070,244.51 -20,512.82 -238,090,757.33

（三）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调整营业收入-6,871,794.87元、营业成本-6,837,606.83元、净资产-34,188.04元、利润总额

-34,188.04元、净利润-34,188.04元。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预付款项 52,081,432.15 6,837,606.83 58,919,038.98

流动资产合计 1,496,188,035.92 6,837,606.83 1,503,025,642.75

资产总计 5,303,896,895.12 6,837,606.83 5,310,734,501.95

预收款项 50,262,009.08 6,871,794.87 57,133,803.95

流动负债合计 4,580,756,758.94 6,871,794.87 4,587,628,553.81

负债合计 4,918,239,183.20 6,871,794.87 4,925,110,978.07

所有者权益 385,657,711.92 -34,188.04 385,623,523.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401,089,512.74 -20,512.82 401,068,999.92

对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614,273,639.55 -6,871,794.87 607,401,844.68

营业成本 629,660,530.39 -6,837,606.83 622,822,923.56

营业利润 -141,251,712.15 -34,188.04 -141,285,900.19

利润总额 -142,036,486.08 -34,188.04 -142,070,674.12

净利润 -142,399,072.16 -34,188.04 -142,433,260.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9,332,166.35 -20,512.82 -139,352,679.17

（四）2013年年报更正

追溯调整2013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12,460,220.58元，对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均无

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合并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对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表示调减） 调整后金额

营业收入 5,607,058,016.34 -12,460,220.58 5,594,597,795.76

营业成本 5,423,241,033.65 -12,460,220.58 5,410,780,813.07

利润总额 -467,805,117.84 - -467,805,117.84

净利润 -482,476,237.25 - -482,476,237.25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或意见

1、董事会意见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及其他相关规定， 董事会决定对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以及《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

季度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

告。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其他相关规定，董事会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决策

程序合法，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 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希望公司进一步

加强日常财务监管，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3、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其他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

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决议；

4、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决议；

5、独立董事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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