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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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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250.5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40%；实现签约金额349.54亿元，同比增长

65.34%。

2017年1-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2242.3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0.27%；实现签约金额3092.27亿元，同比

增长47.19%。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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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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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7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4,503,675.96 15,477,327.57 -6.29

营业利润 2,545,041.96 2,312,321.83 10.06

利润总额 2,569,729.56 2,331,056.73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68,431.50 1,242,155.11 2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5,330.52 1,225,779.90 2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2 1.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6 15.53 提高0.8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8,366,469.65 46,799,677.48 4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0,710,658.87 8,925,318.74 20.00

股本（万股） 1,185,844.11 1,185,781.21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9.03 7.53 19.9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及项目结转区域变化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但因结转项目

毛利率同比提高且投资收益增加，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24%；同时受结转项目权益比上升影响，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26.27%，增幅高于利润总额。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签约金额3092.27亿元，同比增长47.19%，为以后年

度的业绩增长奠定基础。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为6836.65亿元，与年初相比增加46.08%，主要为公司扩大投资规模以及中航整合

导致合并范围增加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宋广菊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平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周东利先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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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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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西侧地块（宗地编号：0606-0644，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项目用地面积约为3396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95087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94095万元。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60%权益。

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

式联合取得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北侧地块（宗地编号：DX07-0201-0006、0007，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项目

用地面积约为6638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146035平方米，成交总价为57400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25%权益。

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

式联合取得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侧地块 （宗地编号：DX07-0201-0010、0011、0012，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项目用地面积约为8595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182033平方米，成交总价为698000万元。 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25%权益。

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联合取得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龙江路南侧地块

（宗地编号：DX07-0102-6011，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 项目用地面积为95947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为

211083平方米，成交总价为37000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34%权益。

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地明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联合取得北京市昌

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地块（宗地编号：京土整储挂（昌）[2017]071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3），项目用地面

积约为3089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67960平方米，成交总价为238000万元。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公司目

前拥有该项目33%权益。

公司与广东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联合取得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国际金融城

起步区地块（宗地编号：AT090961，项目具体位置见图4），项目用地面积约为882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

为83093平方米，成交总价为134611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凤院村江浦果场地块（宗地编号：FA0904011，项目具体位

置见图5），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9995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559874平方米，成交总价为474696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佛山市高明区丽景东路南侧地块（宗地编号：TD2017（GM）WG0018，项目具

体位置见图6），项目用地面积约为5900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65222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

33133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33%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东莞市桥头镇桥新路东侧地块（宗地编号：2017WG021，项目具体位置见图7），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2739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68479平方米，成交总价为3310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并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韶关市武江区韶关大道西侧地块（宗地编号：XL0504-03、XL0505-01，项目具

体位置见图8），项目用地面积为26543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690141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55014万

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新城古墩路北侧地块（宗地编号：余政储出〔2017〕43号，项

目具体位置见图9），项目用地面积为10469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209396平方米，成交总价为335134万

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与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悦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联合取得杭州市上

城区钱江新城望江路南侧地块（宗地编号：杭政储出【2017】59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9），项目用地面积为

47296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34794平方米，成交总价为599294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

拥有该项目49.5%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南京市江宁区万安北路东侧地块（宗地编号：NO.2017G22，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0），项目用地面积约为2975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77373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为26800万元。 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2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南京市高新区龙王山东侧地块 （宗地编号：NO.2017G27，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1），项目用地面积约为68644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54448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为46200万元。 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2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无锡市新吴区金城路南侧地块（宗地编号：锡国土（经）2017-20，项目具体位

置见图12），项目用地面积为5284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16250平方米，成交总价为82376万元。 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并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苏州张家港市市区泗杨路北侧地块（宗地编号：320582006043GB00177，项目具

体位置见图13），项目用地面积约为6726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41253平方米，成交总价为140985万

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厦门市翔安区洪钟大道西侧地块 （宗地编号：2017XP10，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4），项目用地面积约为2596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77900平方米，成交总价为203500万元。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成都市金牛区天龙大道北侧地块（宗地编号：JN05（251/211）：2017-043，项目

具体位置见图15），项目用地面积约为41081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82162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66552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秦皇寺村地块（宗地编号：TF（05）：2017-29，项目具

体位置见图16），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971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25200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14193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成都市天府新区剑南大道东侧地块（宗地编号：TF（07）：2017-37，项目具体位

置见图16），项目用地面积约为3306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82600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60502，土地

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并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成都市高新区新园大道西侧地块（土地证号：成高国用（2013）第25881号，项目

具体位置见图16），项目用地面积约为21715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30290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

为2876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25%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芜湖市鸠江区天门山路南侧地块（宗地编号：1710，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7），项

目用地面积为50444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90799平方米，成交总价为4335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东西两侧地块（土地证号：夷G[2012]16号、夷G[2016]23

号、夷G[2017]12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8），项目用地面积约为9795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90206平

方米，成交总价为58940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70%权益，并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

发。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荆州市沙市区太岳路西侧地块（宗地编号：P(2017)010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9），项目用地面积约为4025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81134平方米，成交总价为53000万元。 土地用途

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并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长沙市长沙县黄江大道南侧地块（宗地编号：[2017]网挂72号，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20），项目用地面积约为9640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241017平方米，成交总价为53076万元。 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南昌市青云谱区保利洪都项目三期地块 （宗地编号：DADJ2017033、034、035、

037、038、040，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1），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4247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451923平方

米，成交总价约为239500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1%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天津市宁河区桥北新区项目地块（宗地编号：津宁(挂)2011-15、16、17、18、19、

21，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2），项目用地面积约为236072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455383平方米，我方需支

付价款约为93416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6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石家庄市鹿泉区名人山庄项目地块（土地证号：鹿国用（2009）第02-1169号，项

目具体位置见图23），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01733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01733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

款为16500万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4%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开封市龙亭区复兴大道北侧地块（国土合同编号：豫（汴）出让（2015年）第

0597号、第0598号、第0600号、第0601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4），项目用地面积约为264008平方米，规划容积

率面积约为660019平方米， 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17384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

15.3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青岛市红岛经济区华强路南侧地块（土地证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488368号、

第201488393号、 第201488405号、 第201488415号、 第201488421号、 第201488443号、 第201488444号、第

201488448号、第201488457号、第201488464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5），项目用地面积约为747593平方米，规

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238507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139477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

该项目3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青岛市高新区清控科创项目地块（土地证编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356347号、

青房地权市字第2013103029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428368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512640号、青房地权市字

第201513478号、青房地权市字第201513476号、鲁（2016）青岛市高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718号、鲁（2016）青

岛市高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719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5），项目用地面积约为439297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

积约为656008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34000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40%权

益。

公司与山东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有限公司通过拍卖方式联合取得青岛胶

州市北京路北侧地块（宗地编号：胶国土告字[2017]12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6），项目用地面积为249611平

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748833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87988万元。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公司目前拥有该项

目47.5%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西侧地块 （宗地编号：2017-006号，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27），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04448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为250674平方米，我方需支付价款约为66429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50%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澳大利亚悉尼市高嘉华区Stanley� Street地块（项目具体位置见图28），项目用地

面积为225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9000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2247万澳币。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

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

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8-001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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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吕强先生关于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吕强先生。

二、本次增持目的及计划

吕强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坚定投资者信心，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吕强先生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吕强先生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截至目前，吕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245,94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59.92%。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吕强 198,648,000.00 48.40

2 吕丽珍 20,776,500.00 5.06

3 欧阳波 13,843,800.00 3.37

4 吕懿 6,925,500.00 1.69

5 吕丽妃 5,751,000.00 1.40

合计 245,944,800.00 59.92

三、本次增持方式及实施期限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证券市场情况，吕强先生拟自2018年1月15日起12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如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现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含10个交易日）的，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

四、增持资金来源

增持资金系吕强先生个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2、吕强先生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吕强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公司将持续关注吕强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严格按照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8-10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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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代码：002610）股票交易价格于2018年1月10

日，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3.5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经营正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 经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和

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经检索，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2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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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为2016年7月4日，本次回购注销共159.46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的0.0285%，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4151元/股。

2、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6年6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制定<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7月4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3、2016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及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

关规定。

4、2016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17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451.98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根据议案中“授权董事会决定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 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终止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 ，上述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2017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159.46万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2.4151元/股。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根据议案中“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

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身故的

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上述议案无需再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公司原激励对象甘少花、沈凝、郭华、李晓芳和周珈瑶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离

职人员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上述离职

人员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59.46万股，回购价格为2.4151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10）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1）。

2、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9.46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285%，回购价格为2.4151元/

股，公司已向上述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3,851,186.80元。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2月29日出具了天健验〔2017〕580号验资报告，对公司

截止2017年12月21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验审，认为：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89,458,472.00元，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5,589,458,472.00元。 根据贵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限制性股票授权协议书和修改后的

章程规定，贵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1,594,600.00元，由贵公司向甘少花、沈凝、郭华、李晓芳、周珈瑶5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按每股2.4151元回购人民币普通股（A）股1,594,6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87,863,872.00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2017年12月22日止，贵公司已全额支付股份回购款

人民币3,851,186.80元，其中，减少实收股本人民币元壹佰伍拾玖万肆仟陆佰元整（￥1,594,600.00），减少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2,256,586.8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89,458,472.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5,589,

458,472.00元，业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2017年11月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447号)。 截至

2017年12月21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5,587,863,872.00元，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5,587,863,872.00元。 ”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定向发行

股票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82,217,266 42.62 -- 2,380,622,666 42.60

01�高管锁定股 1,200,384,653 21.48 -- 1,200,384,653 21.48

02�首发后限售股 1,092,883,088 19.55 -- 1,092,883,088 19.56

03�股权激励限售股 88,949,525 1.59 -1,594,600 87,354,925 1.5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7,241,206 57.38 -- 3,207,241,206 57.40

三、股份总数 5,589,458,472 100.00 -- 5,587,863,872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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