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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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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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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52,326,636.88 1,980,929,383.07 -16.59%

营业利润 167,988,776.46 329,441,558.46 -49.01%

利润总额 233,693,937.60 353,557,407.10 -3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123,708.96 309,979,430.96 -3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31 -4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12.75% -7.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196,061,390.08 4,881,139,354.04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20,935,039.14 3,658,309,413.74 -1.02%

股 本（股） 1,141,843,083 672,487,802 6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7 5.44 -41.73%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52,326,636.88元，同比减少16.59%；利润总额 233,693,

937.60元，同比减少3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123,708.96元，同比减少36.08%；基

本每股收益0.17元，同比减少45.16%。公司业绩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之

一的机顶盒业务所使用的DDR内存芯片、FLASH闪存芯片、PCB电路板、钢板等部份原材料大

幅涨价导致成本上升，毛利率大幅下降，导致机顶盒业务盈利大幅下滑。

截止2017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5,196,061,390.08元，较期初增长6.4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620,935,039.14元，较期初减少1.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3.17元，较期初减少41.73%，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了分红派息及转增

股本，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7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年度业绩预计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8-007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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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注销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和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而尚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7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11月6日

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以及《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中股本和注册资本作相应变更。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取得了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07205805849（未变）。公司注册资本由1,142,222,

863元人民币变更为1,141,843,083元人民币。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09� � �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8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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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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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32,922,076.77 894,478,347.17 26.66%

营业利润 38,420,074.89 74,983,887.23 -48.76%

利润总额 38,144,250.66 76,815,328.95 -5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29,665.98 67,840,939.08 -4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04 0.1973 -49.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4.92% -2.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72,455,429.81 1,839,985,785.73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53,081,783.80 1,522,661,987.44 2.00%

股本 343,827,605.00 343,827,60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5170 4.4286 2.00%

注：1、本期每股净资产按照总股本343,827,605股计算；

2、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3、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113,292.21万元，同比增长26.66%；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分

别为3,842.01万元和3,814.43万元，同比减少48.76%和50.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52.97万元，同比减少49.10%。

2、报告期内公司的总资产为177,245.54万元，同比减少3.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4.5170元，同比增长2.00%。

3、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8.76%，主要是报告期内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汇兑损失大

幅增加、 银行理财投资收益较上年大幅减少以及受国家政策影响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

增加。

（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0.34%，主要是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8.76%，及营业外

收入同比减少76.82%。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9.10%，主要是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减少50.34%。

（4）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9.10%，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减少49.1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差异，

差异说明如下：

1、公司产品出口销售约占总销售收入的70%以上，2017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

升走势，导致公司在本会计年度产生汇兑损失；而2016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下降导

致上一会计年度产生汇兑收益，两相比较反差显著。

2、公司在2016年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对江苏华泰瑞联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的出资和LNG复合材料项目投资等，导致公司2017年闲置资金减少，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金额大幅减少。

3、2017年度，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收购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

84.8250%的股权和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90%的股权， 发生了较多的并购重组相关

费用。

4、LNG复合材料项目从2017年9月开始投产，生产前期相关费用转入和批量小规模生产阶

段产量不多导致了产成品成本较高。

综上所述，在2017年因汇率单边走势产生的汇兑损失、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减少和重大并购

重组费用等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不相关的因素， 以及LNG复合材料项目投产初期的成本

费用较高等原因，公司2017年度的净利润较2016年度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09� � �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9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

答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克科技” 或“公司” ）于2018年01月30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23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并于2018年01月30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4）。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逐项落实并详

尽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公开披露反馈意见答复，详见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2235号)之反馈意见答复》等相关文件。公司将于上述文件披露后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答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核准以及最终取

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码：2018-008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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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7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52,048,270.46 1,225,771,405.37 18.46

营业利润 219,541,837.62 170,897,668.22 28.46

利润总额 243,847,770.36 190,438,073.78 2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652,240.16 162,196,209.67 29.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1 0.33 2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9% 10.00% 0.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2,033,402,325.54 1,891,540,971.55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89,259,506.96 1，553,488,906.33 8.74

股本 524,277,820.00 258,788,160.00 10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每股净资产（元）

3.22 6.00 -46.33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述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 数据是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2,048,270.46元，同比增长18.46%；营业利润219,541,837.62

元，同比增长28.46%；利润总额243,847,770.36元，同比增长28.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09,652,240.16元，同比增长29.26%。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建筑、新能源等行业订

单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7年底公司总资产2,033,402,325.54元，同比增长7.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1,689,259,506.96元，同比增长8.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22元，同比

下降46.33%，主要原因为股本增加所致。

2017年末公司股本增幅达到102.59%，主要是由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中以资本公积金

每10股转增10股以及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4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无锡百川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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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465,425,035.76 2,053,462,084.93 20.06%

营业利润 89,259,215.84 58,099,883.36 53.63%

利润总额 121,456,440.30 100,962,694.22 2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162,429.69 79,794,383.67 3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1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6% 9.68% 0.9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09,855,213.36 1,951,869,529.97 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22,666,045.72 848,878,000.64 55.81%

股本 516,977,142.00 474,120,000.00 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56 1.79 43.02%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2,465,425,035.7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06%，主要原因是

公司产品销量增加和价格上涨。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89,259,215.8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63%，主要原因是随

着环保政策的趋紧，部分落后、不达标的企业关停或整改，公司产品毛利增加。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121,456,440.3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3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4,162,429.6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54%，基本每股收益0.21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3.53%，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的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609,855,213.36元，较期初增长33.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1,322,666,045.72元，较期初增长55.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6元

/股，较期初增长43.02%，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10�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每股人

民币10.01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42,857,142股A股，共筹得人民币428,999,991.42元，扣除承销费

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11,925,000.00元后， 净筹得人民币417,074,991.42元， 其中人民币 42,

857,142.00元为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374,217,849.42元为资本公积。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业绩预计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30%～80%，变动区间为10,373.27万

元～14,362.99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033� � � �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2018009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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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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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87,976,877.91 779,682,466.35 -11.76%

营业利润 271,314,495.49 317,112,175.09 -14.44%

利润总额 259,463,189.60 313,482,277.69 -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989,934.41 223,823,560.63 -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12 0.4073 -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9% 10.45% -1.36%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690,824,041.33 2,777,738,622.49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24,405,764.24 2,170,110,430.47 7.11%

股 本 549,490,711.00 422,685,163.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23 5.13 -17.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68,797.69万元，同比下降11.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0,398.99万元，同比下降8.86%。经营概况及其他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1.索道业务

2017年,公司三条索道累计接待游客357.14万人次,同比下降10.94%，其中，玉龙雪山索道

接待游客 259万人次，同比下降3.19%；云杉坪索道接待游客85.78万人次，同比下降31.46%；牦

牛坪索道接待游客12.37万人次，同比增长48.32%。

2.和府酒店公司

2017年，丽江和府酒店有限公司（含洲际酒店、英迪格酒店、古城丽世酒店、和府物业、

5596商业街）实现营业收入9,995.07万元，同比下降1.42％，实现净利润-2,648.40万元，亏损金

额比上年减少674.29万元。2018年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加大营销力度， 拓展营销渠

道，以进一步减亏。

3.印象文艺演出

2017年，印象丽江共计演出535场，实现净利润2,740.31万元，同比下降57.00%。2018年印

象丽江将提升演出品质，提高服务质量，结合景区优势资源，加大团队营销力度，加强对散客

市场销售，努力改善印象丽江业绩下降的局面。

（二）财务情况说明及变动幅度超过30%的原因说明

公司股本增加30%的原因是：2017年4月11日, 公司实施了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 （含

税）转增3股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22,685,

163元变更为549,490,711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2018-003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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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986,947,600.31 2,115,003,538.13 41.23

营业利润 376,105,451.15 337,974,125.73 11.28

利润总额 377,237,411.51 351,834,133.62 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011,782.11 160,147,985.81 108.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48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5.93% 0.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6,818,077,721.39 5,886,599,845.97 1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25,559,468.23 5,015,052,860.13 6.19

股本 490,776,795 490,776,795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85 10.22 6.16

注：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8,694.76万元， 同比增长41.23%； 实现营业利润37,

610.55万元，同比增长11.28%；实现利润总额37,723.74万元，同比增长7.2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401.18万元，同比增长108.5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68元，同比增

长41.67%。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在2016年11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报告期较上年报表合并口径变化，且医药板块发展态势良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稳

健增长；但传统机械制造板块受市场竞争生态恶化、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叠加影响，出现

亏损。

2、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681,807.77万元，较期初增长15.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532,555.95万元，较期初增长6.19%，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范围

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0,800万元至38,000万元，变动幅度较

上年同期为92.32%至137.28%。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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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2756� � �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2018-016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的进展公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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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审

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相

关议案，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等。

2、本次交易能否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及最终取得批准

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收购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永兴特钢；证券代码：002756）自2017年6月29日13:00起临

时停牌，并自2017年6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其后披露停牌的进展情况；经确认筹划中的重

大事项可能触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程序后，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

13日开市时起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继续停牌，其后披露停牌的进展情况。

2017年11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2017年11月29日披露了《永兴特种不锈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一般风险提示暨暂不复牌

公告》等相关公告文件。

2017年12月8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需行政许可）

【2017】 第69号《关于对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按照相

关要求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作出了书面回复说明，并对《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并于2017年12月26日披露了《公司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及《永兴特种

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经向深证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永兴特钢；证券代码：002756）于2017年12月26日开市起复牌。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文件披露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披露预案后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2018年1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一）、（二）》（公告编号：2017-094号、2018-009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

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披露《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公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

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 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等相

关议案，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等。本次交易能否取

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披露的《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修订稿)》中列示的"重大风险提示"相关内容，请投资者予以查阅。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在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

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 神州B� � � �公告编号：2018-033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及相关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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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提示

2018年2月27日早间，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4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具体内容如下：

2018年2月26日晚间，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关于取得神州长城河北雄安工程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的公告》和《关于公司董事长向全体员工发出增持公司股票倡议书的公告》。我部对此表

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和说明：

1．充分说明设立神州长城河北雄安工程有限公司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立项时间，可行

性分析，内部决策程序（如有）等，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进行信息披露的主要考虑

和必要性。

2． 说明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雄安新区的业务开展和合同订单获取情况， 以及相关人

员、技术、资产、客户来源等必需资源的储备情况。

3．说明你公司设立神州长城河北雄安工程有限公司的后续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来源

和到位情况、预计开始运作时间、业务发展规划等，说明设立该子公司可能对你公司生产经营

及业绩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主要风险。

4．充分说明在你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尚未充分披露的情况下，你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出《关于向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发出增持公司股票的倡

议书》的合规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相关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履约保障措施，并结合股票质押

最新情况，分析控股股东质押股票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5．针对本次公告涉及的相关信息所采取的保密程序、措施及实施情况等进行自查，说明

是否存在信息泄漏及利用相关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 并提供本次公告涉及的信息知情人及其

直系亲属名单。

请你公司于3月1日前将相关书面说明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

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二、相关风险提示

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阿曼工业总署对项目用地的公函，但是合资公司和阿曼杜

库姆经济特区管委会签署正式协议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尚未就项目用地签署正式协议，该交

易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关于董事长倡议员工增持公司股票的风险

在本次公司董事长陈略先生倡议的员工增持公司股票计划中， 员工是否响应倡议增持公

司股票，或员工是否愿意参与本次计划，均属于员工自愿性行为，存在不确定性。

3、关于在雄安新区设立子公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雄安子公司刚取得营业执照，尚未有实际业务，未来业务订单及开展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等，子公司业务经营存在一定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