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33� � �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18-006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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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4,082,544.33 3,629,166,496.63 25.76%

营业利润 970,228,716.56 599,360,387.37 61.88%

利润总额 961,553,171.34 604,365,786.93 5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954,023.87 454,230,186.11 58.28%

基本每股收益 0.7614 0.5077 49.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3% 10.10% 3.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792,237,764.74 6,733,787,113.97 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78,564,827.06 4,677,645,532.28 74.84%

股本 1,192,275,016.00 894,655,969.00 3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8596 5.2284 31.20%

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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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及政府加强大

气污染治理、环保管制等政策的影响下，水泥行业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区域协调、实行错峰生

产、调控水泥产能等措施，行业供需关系得到明显改善，表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点，

水泥价格持续回升，行业整体效益较上年同期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水泥行业整体效益水平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水泥行业实现收入9,149亿元，同比增

长17.89%，利润总额877亿元，同比增长94.41%。行业利润总额位居历史第二高位，仅次于2011

年的历史最高点。（数字来源：数字水泥网·国家统计局）

2017年，公司积极落实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精神，扎实推进开展各项工作。在经营好传

统产业同时积极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管理提升效益,加大力度做好

成本管控工作，积极采取措施减小煤炭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抓住行

业形势持续向好及报告期末文福万吨线一期工程生产线建成投产之机遇， 适时调整营销策

略，实施科学营销，实现了水泥销售量价齐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企业经营发

展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水泥1,551.18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46%；实

现营业收入456,408.2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5.7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95.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8.28%。

2017年，公司水泥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了21.59%，因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水泥销售成

本同比上升了15.58%，水泥销售价格的上涨高于成本的上升使得综合毛利率提高了3.42个百

分点。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了较大幅度的

增长，并使得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上升了3.23个百分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的变

动幅度在30%至80%。

本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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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48� � �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8-007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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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16,851,462.85 1,175,284,206.68 29.06%

营业利润 351,840,320.92 232,767,284.21 51.16%

利润总额 355,759,661.36 244,120,444.36 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093,656.95 214,547,476.10 38.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55 0.3535 4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9% 10.22% 2.7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总资产 3,913,844,180.45 2,743,609,363.41 4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15,680,212.54 2,180,820,853.69 10.77%

股本 606,822,305.00 588,102,305.00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98 3.71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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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1,685.15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17,528.42万元增长29.06%；

营业利润35,184.03�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23,276.73万元增长51.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9,809.37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1,454.75�万元增长38.94%。

2017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增长51.16%、

45.73%、38.94%，主要原因是：（1）2017年国内商用车市场稳中上涨，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

势， 抢先占领国内高端市场， 公司产品产销量稳定增长；（2）2017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ZYNP�

Group� (U.S.A)� Inc.收购Incodel� Holding� LLC100%股权，提升了公司在北美市场的盈利能力；

（3）通过市场结构优化、产品结构调整以及技术创新、成本控制等有效措施挖潜、降本、增效，

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4）公司主要参股子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投资收益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1,384.42万元，较期初

增长42.65%，总负债145,321.18�万元，较期初增长176.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1,568.02�万元，较期初增长10.77%。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42.6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ZYNP�

Group� (U.S.A)� Inc.收购Incodel� Holding� LLC100%股权；总负债较期初增长176.56%，主要是由

于（1）公司全资子公司ZYNP� Group� (U.S.A)� Inc.收购Incodel� Holding� LLC股权，分期支付，

部分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2）公司报告期内实施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形成库存股，导致

其他应付款增幅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0%-5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三季报中对

2017年全年进行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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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3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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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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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499,656.45 618,488,788.59 30.40%

营业利润 87,127,034.49 48,847,587.09 78.37%

利润总额 85,504,796.21 57,568,419.15 4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15,478.63 38,536,213.10 4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1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5% 4.62% 1.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1,619,103,766.37 1,434,667,343.38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97,866,608.40 848,056,074.57 5.87%

总股本 322,674,000.00 322,674,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78 2.63 5.70%

注：以上财务数据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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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649.97万元，同比上升30.4%；利润总额8，550.48万元，同比

上升48.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711.55万元,同比上升48.21%，业绩上升主要原因公

司坚持“夯实主业、双轮驱动” 的发展基调，在主营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中稳步发展，做精做强。

2017年矿用防爆电器板块增长明显，订单饱满稳定，产能快速释放，产品结构继续调整，中高端

产品占比增加，公司继续保持矿用防爆电器领域龙头地位。公司教育板块发展符合预期，公司

收购的教育标的业绩完成较好，教育板块贡献的利润比重逐步增加。

本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为161,910.38万元,较期初增长12.8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9,786.66万元，较期初增长5.87%。

2、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上升

30.40%、78.37%、48.53%、48.21%。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专用设备制造板块矿用防爆电器业务

的大幅上升以及教育板块贡献的利润逐步体现。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预

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20%～60%。本次业绩快报披

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业绩预测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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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8-016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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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7,763,288.22 3,621,402,981.29 36.90

营业利润 162,734,947.37 176,603,673.78 -7.85

利润总额 288,114,140.80 200,805,886.99 4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594,733.22 145,761,793.63 4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89 0.49 2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4.89% 0.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421,050,853.93 7,675,966,455.56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26,141,304.66 3,838,003,866.54 4.90

股本 349,145,902.00 349,145,90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53 10.99 4.9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6.9%、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7.85%、利润总

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3.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1.05� %，主要原因

如下：

1、 营业总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期销量上升及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销售价格有一定上涨所

致；

2、营业利润减少主要系：

（1）本期确认收入的部分项目毛利率较低；

（2）本期原材料市场采购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库存材料成本的持续上升,这样前期订单

价格较低的合同在本期确认收入，加权平均结转成本时，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3）本期营业收入以钢结构加工业务为主，产品定价机制主要为“材料价+加工费” 模式，

原材料采购价格上升会导致销售价格上升，但销售价格增长幅度小于成本增长幅度。

3、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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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审

计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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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96�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0

债券代码：128012� � �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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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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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2,461,333.17 5,840,361,088.44 110.99%

营业利润 560,479,127.37 205,346,523.24 172.94%

利润总额 557,128,747.98 199,170,583.86 17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9,248,552.42 174,400,102.71 14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5 0.116 145.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3% 5.25% 6.5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276,160,934.84 7,458,992,658.12 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801,512,197.59 3,446,215,475.56 10.31%

股本 1,507,478,531.00 1,507,475,28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2 2.29 10.04%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实现销售收入快速增长。2017�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 123.22亿元， 同比增长 110.9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

924.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 146.13%。

2.财务状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和新客户， 扩大市场份额； 辉丰石化公司油

品、化学品贸易业务增加所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924.86�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46.13%， 主要系公司收入增加以及报告期内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测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40%-19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预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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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18-009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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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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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149.75 442,365.00 0.63%

营业利润 113,032.93 82,148.37 37.60%

利润总额 112,234.67 100,249.09 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032.88 84,397.21 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35 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0% 11.82% 同比下降1.52个百分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68,969.60 1,190,655.23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89,175.31 837,555.65 6.16%

股本（股） 2,428,885,725 1,619,257,15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66 5.17 -29.21%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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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围绕“固本拓新?资本助力，全球竞合?发展共赢” 的年度发展主题，做强

智造业务，做大服务板块，重点推进国内市场大行入围，实施全球本地化战略，稳步推进新一

代ATM产品切换，积极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全球化视野和资本手段，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公司整体经营状况保持稳健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45,149.75

万元，同比增长0.63%；营业利润113,032.93万元，同比增长37.60%，主要是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112,234.67万元，同比增长11.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032.88万元，同

比增长6.68%。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268,969.60万元，同比增长6.5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89,175.31万元，同比增加6.16%；股本2,428,885,725股，同比增长50%，主

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

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0%～40%，公司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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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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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三湘印象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8-020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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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23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公司

全体董事。

2、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2月26日；

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3、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拟购买公司董事长黄辉先

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自有房屋，交易标的金额为6000万元。

因交易对方为公司董事长，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购置北京房产，主要系办公需

求，本次交易按评估值协商确定，符合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原则。

公司独立董事郭永清、石磊、丁祖昱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给予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公司与董事长之间的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正常业务需求；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各项交

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实施了回避

表决，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且符合监管

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1）。

交易对方暨关联人董事长黄辉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陈劲松为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回避表决；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3、独立董事意见。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18-021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购买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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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印象","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文化"）拟购买公司董事长黄辉先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

处自有房屋（以下简称"交易标的"），交易标的金额为6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因交易对方为公司董事长，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公司已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三湘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丁祖昱、石磊、郭永清对本次交易

进行了事先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交易对方暨关联人董事长黄辉回避表决；公司董事陈劲松

为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回避表决；七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本议案表决结

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以及按照《上市规则》要求，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双方为：

1、甲方：黄辉，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

2、乙方：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双方约定，由乙方受让甲方自有房屋，交易标的具体状况如下：

1、甲方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755182号。

2、房屋坐落：_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4号楼33至34层2单元3803,房屋性质：商品房，结

构：钢混。

3、房屋建筑面积：474.18平方米。

4、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为国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获得。

5、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或司法措施等。

6、甲方保证已如实陈述房地产权属状况、设备、装饰情况和相关关系，乙方对甲方上述转

让的房地产具体状况充分了解，自愿买受该房产。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交易作价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产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为6000万元。

（二）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坐落小区为商品房社区，位于北京市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东侧为西大望路，南

侧是建国路，距离地铁1号线和14号线交汇的大望路站大约200米。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2018年2月12日出具了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为6017万元（评估基准日2018年2

月9日）。

本次交易按评估值协商确定，符合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原则。严格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

价遵循市场公允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并根据公平、公正的

原则签订合同。

五、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资金系三湘文化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情况。

七、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原主要业务和经营场地在上海，本次购置北京房产，主要系办公需求；符合三湘文化

协同观印象（经营场地在北京）、加速发展公司文化产业，以及在京津冀地区拓展地产产业、大

力推进河北燕郊地产项目的双重战略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该等关联

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同时，本次关联交易，遵守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八、当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总金额

2018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与董事长黄辉先生及其他相关关联方合并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

易总金额为89361.81元，均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议案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郭永清、石磊、丁祖昱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

给予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公司与董事长之间的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正常业务需求；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本次交

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实施了回避

表决，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且符合监管

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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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5250� � � �债券简称：16庞大01

债券代码：135362� � � �债券简称：16庞大02

债券代码：145135� � � �债券简称：16庞大03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6庞大02”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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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

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投资者有权选择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 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

债券。自公司发出关于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投资

者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请。投资者的回售申请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

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将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并接受上述关于上调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本期债券第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

支付日，公司将根据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相关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82011，回售简称：庞02回售。

2、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3、投资人可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以1,000元为一个

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4、回售登记期：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3】月【9】日。

5、回售登记方法：登记回售的16庞大02持有人应在回售登记期正常交易时间（9:30-11:

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登记，回售代码为182011，登记方

向为卖出，回售登记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

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

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2018年4月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二、回售登记期内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 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

结。

三、本次回售行权机构

1、 发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刘作宏

电 话：010-51276868-8459

传 真：010-53010228

2、 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毕春燕

电话：010-50827116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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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庞大02” 公司债券票

面利率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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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适用的利率：7.0%

调整后适用的利率：后续票面利率调整为8.3%

根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约定，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2年固定不变。在第2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

面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2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1年固

定不变。如公司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其存续期限后1年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有关本期公司债券具体回售实施办法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16庞大02"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为保证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2年（2016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30日）票面年利率为7.0%，在债

券存续期内前2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票面利率调整为8.3%，并在本期债

券后1年（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3月30日）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二、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五环外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法定代表人：庞庆华

邮政编码：100023

联 系 人：刘作宏

电 话：010-51276868-8459

传 真：010-53010228

2、 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毕春燕

联系电话：010-50827116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