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05� � �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8-007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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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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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634,792.92 712,979,976.86 -7.06%

营业利润

106,032,900.17 130,662,963.64 -18.85%

利润总额

106,523,632.93 138,592,525.76 -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609,185.94 97,464,050.12 -2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04 0.2580 -2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8.52% -3.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944,431,648.80 1,999,567,825.62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98,874,953.99 1,502,547,197.53 6.41%

股本

397,169,187.00 397,169,18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0257 3.7831 6.4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7.06%

，主要系近年来扑克牌行业受网络游戏以及手机游戏冲击较大，以及受宏观经济形

势不景气影响导致营业总收入有所下降；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22.42%

，主要系营业总收入下降以及报告期纸张价格上涨导致扑

克牌成本上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7

年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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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审计报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95� � �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2018-002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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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712,456.40 324,233,407.43 12.48

营业利润

26,891,765.38 10,956,055.14 145.45

利润总额

27,130,205.47 11,980,587.46 1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35,267.18 12,619,243.28 5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05 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2.18% 0.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296,160,980.48 1,189,115,225.08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27,480,620.17 821,153,092.69 0.77

股本

252,720,000.00 252,72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27 3.25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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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712,456.40元，较同期增长12.48%，主要系本期交易平台建设及维护业

务增加所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6,891,765.38元，较同期增长145.45%，利润总额27,130,205.47元，较同期增长1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35,267.18元，较同期增长50.84%，主要系本期交易平台建设及维护业务增

加所致。

公司2017年末总资产为1,296,160,980.48元，较同期增长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27,480,

620.17元，较同期增长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27元，较同期增长0.6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0.84%， 与公司在2017

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的预计范围为50%～～100%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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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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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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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7,270,969.96 2,064,455,574.55 47.61

营业利润

119,845,860.55 111,937,234.90 7.07

利润总额

159,516,886.91 135,488,468.99 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846,919.78 105,763,109.45 16.15

基本每股收益

0.10 0.09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5.89% -1.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6,220,849,088.47 4,279,205,226.37 4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824,207,769.88 2,780,066,819.23 1.59

股本

1,256,564,426.00 1,256,774,426.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25 2.21 1.81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4,727.10万元， 同比上升47.61%； 营业利润11,984.59万元， 同比上升

7.07%； 利润总额15,951.69万元， 同比上升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84.69万元， 同比上升

16.15%。

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622,084.91万元， 较年初上升4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82,

420.78万元，较年初上升1.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25元，较年初上升1.81%；股本125,656.44

万元，较年初下降0.02%。

（二）增减变动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大部分产品售价上涨及个别产品销量较去年有所增加，使

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加；本期河南恒星新材料有限公司由联营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相应增加了公司资产总

额。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7年度三季度报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长15%至45%。现经过对2017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度增长16.15%，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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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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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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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6,284,671.90 17,272,958,428.32 7.31%

营业利润

923,087,162.75 672,807,416.66 37.20%

利润总额

931,258,765.40 715,292,953.89 3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192,605.94 524,110,631.05 37.03%

基本每股收益

0.8975 0.6550 3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7% 9.50%

上升

2.9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406,830,962.35 14,758,025,664.65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023,034,033.70 5,593,151,283.17 7.69%

股 本

800,200,000.00 800,2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7.53 6.99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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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消费升级、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坚守品质保证，面向家庭、贴近生活、与时俱进，不断应

变创新，从数字化、体验式、供应链三个方面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零售业态，内

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扩张并举。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与各合作伙伴更加紧密的合作，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8,536,284,671.90元，同比增长7.31%；实现利润总额931,258,765.40元，同比增长30.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18,192,605.94元，同比增长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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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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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8-010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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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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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8,462.69 81,889.21 32.45%

营业利润

-1,548.97 -509.97 -203.74%

利润总额

259.44 -232.39 2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22 484.47 -1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47 0.0293 -15.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57% -0.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5,948.74 98,200.66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343.79 85,101.67 0.28%

股本

16,510.00 16,5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17 5.15 0.39%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定转子冲片和铁芯业务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较上年同

期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本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8,462.69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259.44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32.45%和211.64%。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二）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说明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2.45%，主要原因是由于定转子冲片和铁芯业务销量增加影响所致；

2、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203.74%，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在资产下沉过程中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员

工的本人意愿支付了2,657万元经济补偿金；

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11.64%，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盈利大幅增加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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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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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 、“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收到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李锐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李锐女士计划在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41,1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754%）。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计划减持股东的持股情况及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数（股）

持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拟减持股份数（股）

拟减持股份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李锐

董事

副总经理

2,164,500 0.3016 541,125 0.0754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5、 减持区间： 公司减持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除外）。

6、减持价格：按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李锐女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锐女士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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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履行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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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李锐女士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等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

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李锐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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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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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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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4,090,424.58 2,271,911,668.99 31.79%

营业利润

30,299,148.72 -205,767,766.16 114.72%

利润总额

80,710,356.95 -186,107,664.52 14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702,271.35 -138,164,259.72 13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27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9.21% 10.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192,586,727.41 4,241,628,752.94 6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123,264,591.08 1,408,310,780.61 192.78%

股本

674,135,774 508,483,392 3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12 2.77 120.94%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 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994,090,424.5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79%；营业利润30,299,148.72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114.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702,271.3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8.87%。

（二）财务状况说明

1、截止2017年末,�公司营业总收入2,994,090,424.5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79%，主要原因是：（1）高端制

造板块：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金属表面清洁环保设备）收入大幅增长，钢制车轮业务收入持续增长。（2）

汽车服务板块：汽车后市场业务收入持续增长，汽车金融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2、截止2017年末,公司营业利润30,299,148.7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4.72%；公司利润总额80,710,356.95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4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702,271.3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8.87%；公司基本

每股收益（元）0.0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3.33%。 主要原因是：（1）高端制造板块：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金属表面清洁环保设备）净利润大幅增长，钢制车轮业务净利润稳步增长。（2）汽车服务板块：汽车金融业

务净利润大幅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为1,500万元至6,5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70.23万元 ，与前次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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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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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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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2月22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会议于

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监事5人。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可按计划顺利实施，在募集

资金到账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了部分中介机构服务费用。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31,153,228.80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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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

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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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刘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48号）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昆百大”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爱我家” ）1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我爱我家84.44%的股权；同时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在内的3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659,999,

991.70元，扣除发行费用39,10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620,899,991.70元。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18)160003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已于2018年1月26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项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根据《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六次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 ）之现金对价及中介

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

项目，截至2018年2月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了本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部分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合

计31,153,228.80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31,153,228.80元进

行置换。 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元）

截止披露日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元）

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元）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

服务等交易费用

1,659,999,991.70 31,153,228.80 31,153,228.80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六次修订稿）》，公司实际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在扣除中介费及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

易的现金对价。为保障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了部分中介机

构服务费用合计31,153,228.80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编制的截止2018年2月3日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置换

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18)160004号）。

公司2018�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部分

中介机构服务费31,153,228.80元进行置换。 针对本次置换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明确意见，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了部分中介机构服务费用，

保证了本次交易事项可按计划顺利实施。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置换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本次置换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三、专项意见说明

1.监事会意见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可按计划顺利实施，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了

部分中介机构服务费用。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31,153,228.80元。

2.独立董事意见

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

项目，以自筹资金支付了本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部分中介机构服务等交易费用，确保了本次交易事项的顺

利实施。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专项审核后出具了《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及审议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没有与募集资金用途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换

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提出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

筹资金的议案》。

3.会计师专项审核意见

经审核，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昆百大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4.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昆百大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相关事

宜，已经经过昆百大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

次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用途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且本次置换实施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昆百大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事宜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5.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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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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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2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会议于

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7人。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可按

计划顺利实施，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服务等

交易费用”项目，截至2018年2月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了本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部分中介机构服务等交

易费用合计31,153,228.80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31,153,

228.80元进行置换。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本次置

换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2018-012号）。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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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注入事项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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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设立

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6），披露了公司在阿曼设立合资公司--神州-阿曼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事宜（合资公司已设立）。 合作协议约定：公司持有合资公司87%股权；合资公司的合作方

阿曼苏丹国沙摩克投资服务股份公司和艾尔巴希尔投资有限公司应向合资公司注入项目所需土地， 土地

地点位于杜库姆经济特区，面积5,000,000平米，如有必要该土地面积可增加。

现合资公司拟向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特区政府"）申请10,000,000平米土地（以下

简称"项目用地"），用作合资公司日处理30万桶石油炼化厂项目用地，并拟以该项目用地的评估值作价纳

入合资公司报表。 经公司和特区政府进行沟通，并经各中介机构进行论证，初步认定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2日和2月8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和《重大事

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1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管委会

2、交易标的：10,000,000平米项目用地

3、交易方式：合资公司通过每年缴纳较少量的使用费取得该项目用地不少于50年的使用权，并以项目

用地的评估值作价纳入合资公司报表。

4、本次交易不涉及业绩承诺和股份锁定安排，本交易事宜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经公司与特区政府和各中介机构沟通，初步认定该项目用地的评估值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以该项目用地的评估值作价纳入合资公司报表事宜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

在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

二、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聘请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该项工作，未来公司还将进一步聘请阿曼当

地律师和国际性评估机构出具相关法律文件和报告。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资公司和特区政府尚未签署正式协议，每年的土地使用费和使用年限存在不确

定性；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还未出具，评估值存在不确定性；合资公司和特区政府签署正式协议的条件还

未完全具备等，因此该事宜还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注入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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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