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48� � � �证券简称：长亮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3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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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678,457.97 650,808,858.19 34.55%

营业利润 103,428,988.90 109,682,561.29 -5.70%

利润总额 104,164,954.15 115,176,042.25 -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116,125.46 101,252,902.06 -1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33 0.3648 -22.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7% 13.42% -5.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86,031,392.99 1,156,089,951.69 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75,588,316.14 813,099,230.38 32.28%

股 本 299,300,846.00 292,188,000.00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9 2.78 29.14%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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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87,567.85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4.55%； 营业利润为10,

342.9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7%；利润总额为10,416.5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9.5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11.61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8.90%。本报告期内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34.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尤其是深圳市长亮核心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长亮网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长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取得大幅增长；本报告期内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18.90%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取得的投资收

益为-628.2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017.82万元。报告期公司每股收益0.2833元，比去年同期

下降22.34%；加权平均值净资产收益率8.37%，比去年同期下降5.05%。

2、财务状况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148,603.14万元，同比增长28.5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7,558.83万元，同比增长32.28%，主要是今年发行新股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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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月30日披露的 《2017年度业绩预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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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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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08� � � �证券简称：苏州恒久 公告编号：2018-005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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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286,476,352.52 274,682,192.25 4.29

营业利润（元） 35,434,846.76 44,211,048.54 -19.85

利润总额（元） 35,416,656.90 46,663,049.63 -2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603,698.86 41,047,172.04 -2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9 0.256 -3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5% 10.93% 下降5.1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元) 623,771,840.48 574,496,856.65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541,155,628.03 523,077,850.03 3.46

股 本（元） 192,000,000.00 120,000,0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82 4.36 -35.32

注： ①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的权益分派方案，上年

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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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6,476,352.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9%；实现营业利润

35,434,846.76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9.85%； 实现利润总额35,416,656.90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4.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603,698.8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4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29%，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下降25.44%，其主要原因在于2017年度美元汇率大幅波动，公司美元资产所产生的财

务汇兑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0.097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至

5.75%，主要系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23,771,840.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541,155,628.0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6%；股本192,000,000.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8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3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股本

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0%， 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的

权益分派方案，从而也摊薄了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5.00%至5.00%，2017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078.54万元至4,309.96万元。

2018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后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5.00%至-5.0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2,668.07万元至3,899.48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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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56� � �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8-001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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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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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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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098,429.44 4,710,421,226.97 27.59%

营业利润 668,384,423.30 462,109,470.33 44.64%

利润总额 658,274,667.28 505,588,038.93 3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295,659.77 441,183,781.48 3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27 2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9% 11.80% 1.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548,845,257.46 5,828,657,243.27 1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60,447,051.40 3,964,751,998.81 15.02%

股 本 1,643,600,000.00 821,8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7 4.82 -42.53%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股本由报告期初的821,800,000股变更为报告

期末的1,643,600,000股，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本期调整后的股本总额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10,098,429.44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为4,710,421,226.9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7.59%，主要系：公司太阳能光伏产业新投资的500MW高效单晶电池

片生产线超产能释放，以及磁性材料下游行业市场景气提升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4.64%和30.20%，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8,295,659.7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1.08%，主要系磁性材料

下游行业市场景气提升，以及公司通过推进新产品、新领域、新客户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拓展

了市场空间，增加了高端客户的收入占比，从而提升了盈利能力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公告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7-042）中对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为10%—

4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在48,530.22万元～61,765.73万元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何时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芝芳女士、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华东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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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绍潭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81�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18-003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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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潘洁女士的书面辞职

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潘洁女士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规定，潘洁女士的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潘洁女士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在新任董事会秘书到任前，暂由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曹黎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及董事会对潘洁女士在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曹黎明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传真：0512-68660622

电子邮箱：tzglb@goldmantis.com

联系地址：苏州市西环路888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81� �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18-004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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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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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2月） 2016年（1-12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93,846.81 1,960,065.54 6.83%

营业利润 231,758.47 197,469.73 17.36%

利润总额 231,864.83 199,729.57 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220.80 168,338.94 1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348 0.6368 1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6% 18.39% -0.23%

2017年末 2016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2,818,933.48 2,682,251.54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8,669.15 996,883.96 15.23%

股本（股） 2,643,308,689.00 2,643,308,68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35 3.77 15.38%

注：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2,093,846.8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3%；实现营业利润231,

758.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3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4,220.80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5.37%。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开拓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审计回款进一步加快，管理措施取得一定

成效。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5.37%，在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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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编号：2018—007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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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1,813,149.33 5,854,802,051.16 8.66%

营业利润 925,484,557.25 839,438,094.42 10.25%

利润总额 976,392,017.72 889,631,006.19 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5,350,754.91 733,765,932.95 1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537 0.9368 12.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2% 19.57% -1.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030,183,398.26 8,509,877,055.86 1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89,575,296.87 4,107,090,737.17 19.05%

股本 790,977,309.00 602,514,884.00 3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1817 6.8166 -9.31%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本期公司实施2016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数已按照最新

股本进行调整。

3、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股份授予及实施2016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导致股本增加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36,181.31万元，较上年同期585,480.21万元增长8.66%，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同比增长10.25%、9.75%、12.48%，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持续开拓新市场、新客户，大力开展产品创新和技术攻关，通讯、新能源汽车以及防

务市场均保持稳步增长，战略新兴领域实现新突破，国际市场快速增长。此外，公司深入推进优化整合融合，经营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股份授予及实施2016年度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导致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7日公告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55）预计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0-15.0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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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泽义、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阳、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亚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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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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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8-018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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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2月26日-2018年2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2月26日15:00至2018年2月27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苗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2,695,2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8966％。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2,654,0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8938％；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8％。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239,9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198,7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4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浙江天册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2,695,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24,239,9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以

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商学琴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18－27号

债券代码：112281� � � �债券简称：15中洲债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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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全体董事参与

了通讯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通讯表决，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员工

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经通讯表决，董事会同意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关联董事姚

日波、谭华森、贾帅、申成文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2018-28号公告《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18－28号

债券代码：112281� � � �债券简称：15中洲债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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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现将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 公司于 2016�年 4�月 15�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于 2016�年4�

月 28�日召开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16�年

员工持股计划，并委托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设立"鹏华资产中洲控股员工持股资产

管理计划"进行管理，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年 4�月 16�日、2016年 4�月 29�日、2016�年 6�月 1�日、2016�年

6�月 29�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

告及进展情况公告。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24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

持股计划之日起算，即自 2016�年 4�月 28�日至 2018�年 4�月 27�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

3、截至 2016�年 7�月 13�日，公司 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18,306,493� 股，成交金额为 288,354,966.55� 元，成交均价 15.75� 元/股，

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 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期为自 2016� 年 7�

月13�日起 12个月。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已于 2017�年 7�月 12�日

届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月 12�日发布的 2017-98�号公告。

4、2017年12月，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合竞价减持公司股份214,000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剩余18,092,493股股票，占目前公司总股份数的2.72%。

二、延长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 "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为了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于2018年2

月12日召开了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经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2018年2月2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

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一年，至2019年4月27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8-012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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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项概述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袁永刚先生或其控制的公司、及其他资金方组成联合收购主体，共同受让合肥

广芯半导体产业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广芯"）合伙权益的70%，转让方为合肥广芯

的有限合伙人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其中本公司出资额预计不超过1.5亿美元。

（该事项需在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合肥广芯持有合肥裕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裕芯"）42.9404%的股份。合肥裕芯

的主要业务为通过控股子公司香港裕成控股有限公司负责Nexperia� B.V.（ 中文名：安世半导

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 的运营。 该标的公司的业务是恩智浦半导体 （ NXP�

Semiconductors）剥离的 Standard� Products�业务（以下简称"Sigma项目"）。

（1）合肥裕芯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6年5月6日

注册资本：339,654.6万元人民币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

经营范围：半导体产品和设备、零部件的研发、设计、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等。

（2）合肥广芯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6年5月6日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

经营范围：半导体产业的投资、技术咨询、技术研发和技术转让。

二、关于本次事项的补充说明

袁永刚先生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益穆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益穆盛"）

的有限合伙人并持有益穆盛合伙权益的99.994%。益穆盛持有合肥裕芯3.0364%的股权。

根据益穆盛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一：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建广资产"）、普通

合伙人二：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益基金"，和建广资产合称"普通合伙人"）、有限合

伙人：袁永刚先生三方共同签订的益穆胜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有限合伙人袁永刚或

其关联方，对标的公司的相关资产重组交易具有优先权。

根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为袁永刚先生就上述《补充协议》的优先权条款出具的《关

于Sigma项目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之意见，优先权条款未违反适用的中国法律，袁先生及其关联

方享有的对标的公司相关的资产重组的优先权对交易文件签署的其他方（建广资产和中益基

金）构成合法有效的、有约束力的、可执行的义务。

因此，本公司作为袁永刚先生的关联方同样拥有上述优先权，继而不排除未来将标的公司

和 Sigma�项目相关资产注入本公司。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若本次能联合控股股东及第三方成功受让合肥广芯有限合伙权益的70%，将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与利润增长点。但标的资产的良好运营取决于所处行业政策、市场状

况，以及其管理层的努力等诸多因素。

2、若未来标的公司和 Sigma�项目相关资产能注入本公司，这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盈利能

力，提高双方的盈利水平。且本公司具有海外收购、整合及管理经验，有助于双方协同效应的发

挥以及Sigma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风险提示

1、本事项具体投资金额以项目具体发生的合同金额为准。

2、虽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包括本公司）拥有对标的资产的相关优先权，本公司也将会

积极推动标的公司资产注入的交易方案，但因标的公司规模较大、核心资产位于境外且持股结

构较为复杂等因素，所涉及工作量也随之增加。此外，该事项能否实现还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和公司管理层的努力等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鉴于目前还无法确认具体交易金额，所以无法判断本次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

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