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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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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年 2月 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2、会议于 2018年 2月 27日在首钢月季园二楼大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 10人，实到董事 6人。王相禹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邱银富

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李明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刘建辉董事代为出席并

行使表决权；尹田独立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杨贵鹏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张斌独立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唐荻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4、会议由赵民革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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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一、《关于调整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民革、刘建辉、邱银富、王相禹、李明回避表决，

由 5位独立董事进行表决。该议案以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该事项

已事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 《关于调整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公告》。

议案二、《关于召开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以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2018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授权委托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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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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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年 2月 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于 2018年 2月 27日在首钢月季园二楼大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 4人，实到监事 4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建国主持。

4、本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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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审议以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

披露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 《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

况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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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

的议案已于 2017年 3月 28日、4月 20日分别经公司董事会、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2017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及 4月 21日披露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公司计财部门测算， 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

现拟对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进行调整，具体为：预计关联采购额 374.27

亿元，关联销售额 298.18 亿元；其中对控股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

集团” ）的关联采购 247.28亿元，关联销售 290.74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超过预计金额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 需重新履行审批程

序。2018年 2月 27日，公司董事会召开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

东首钢集团需回避表决。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调整情况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调整表

关联人及接受的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调整前预计金额

（

万元

）

调整后预计金额

（

万元

）

合计

3,189,053 3,742,651

一

、

首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84,669 2,472,809

1

、

成本费用列支的部分

2,035,648 2,280,380

原燃料 采购原燃料 市场价格

1,842,753 2,023,439

动力能源 采购动力能源 市场价格

16,394 17,432

备品备件 采购备品备件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

格

32,460 25,744

辅助材料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价格及协议价

格

8,114 11,378

生产服务 接受生产服务 协议价格

129,229 171,211

生活服务 接受生活服务 协议价格

5,080 6,270

其他 接受其他服务 协议价格

1,618 24,906

2

、

工程费用列支的部分

149,021 192,429

工程设备 采购工程设备 市场价格

60,342 88,686

工程服务 接受工程服务 市场价格

62,523 83,293

资金使用费 支付工程资金使用费 市场价格

26,156 20,450

二

、

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65,810 585,219

原燃料 采购原燃料 市场价格

425,068 542,271

动力能源 采购动力能源 市场价格

40,742 42,948

三

、

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

536,664 682,030

原燃料 采购原燃料 市场价格

468,664 610,518

动力能源 采购动力能源 市场价格

68,000 71,512

四

、

唐山国兴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1,910 2,593

生产服务 接受生产服务 协议价格

1,320 2,487

其他 接受其他服务 协议价格

590 106

关联人及提供的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调整前预计金额

（

万元

）

调整后预计金额

（

万元

）

合计

1,940,371 2,981,793

一

、

首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68,780 2,907,387

钢材 销售钢材 市场价格

1,779,725 2,771,832

钢坯 销售钢坯 市场价格

- 556

原燃材料

（

回收物

）

销售原燃材料 市场价格

16,638 52,358

能源 提供能源 市场价格

31,324 41,440

土地租赁 提供土地租赁 协议价格

93 -

管理服务 提供管理服务 协议价格

41,000 36,381

其他 提供其他服务 协议价格

- 4,820

二

、

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4,369 15,673

能源 提供能源 市场价格

14,290 15,635

土地租赁 提供土地租赁 协议价格

79 38

三

、

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

50,565 51,266

动力能源 销售动力能源 市场价格

36,000 37,278

生产服务 提供生产服务 协议价格

12,300 12,123

备品备件 销售备品备件 市场价格

400 -

土地租赁 提供土地租赁 协议价格

1,865 1,865

四

、

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6,657 7,467

固废 销售固废 市场价格

20 173

能源 提供能源 市场价格

6,500 6,001

土地租赁 提供土地租赁 协议价格

137 -

生产服务 提供生产服务 协议价格

- 1,293

调整原因说明：2017 年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钢铁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外部市场环境明显改善，钢材价格及原燃材料价格较 2017 年

初预测时有较大幅度增长，产量也比计划略有增长，市场形势和经营环境均发生了较

大变化。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靳伟

成立日期：1981�年 5�月 13�日

注册资本：726,394�万元

经营范围: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

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

询服务、租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主办《首钢日报》；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设计和制作印刷

品广告；利用自有《首钢日报》发布广告。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末总资产 44,610,873 万元， 净资产 12,057,268 万元，

2016年度营业总收入 13,520,062万元，净利润 -124,666万元。

（2）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范留记

注册资本：99240万元

注册地：河北省迁安市杨店子镇村

主营业务：炼焦；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等煤化工产品制造；余热利用、五金产品、

橡胶制品、铁合金、铁精矿粉、球团铁矿等化工产品批发、零售；炼焦技术咨询与服务

等。

2016年末总资产 351816.35 万元，净资产 144110.06 万元，营业收入 427858.76 万

元，净利润 18557.87万元。

（3）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韩致洲

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10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注册地：曹妃甸工业区

经营范围：焦炭、煤焦油、苯、硫酸、硫酸铵、煤气、干熄焦余热发电、蒸汽生产销

售；技术咨询服务。

2016年末总资产 429764.80 万元，净资产 200669.60 万元，营业收入 489950.66 万

元，净利润 3763.61万元。

（4）唐山国兴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天斌

成立日期：2007年 6月 25日

注册资本：4200万元

注册地：曹妃甸区唐海镇唐海路西侧民营经济区

经营范围：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加工、修理；批发零售钢材、建材（木材、石灰除

外）、水性涂料、五金、电料、润滑油（桶装）、机械配件、铁精粉、矿产品、橡胶制品；出

租房屋、场地；普通货运；生产性废旧金属加工（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保洁服务；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有效期至 2019 年 1 月 19 日）；国内国际船舶代

理业务；回收废润滑油。

2016 年末总资产 6853.49 万元，净资产 4885.28 万元，营业收入 2700.07 万元，净

利润 168.05万元。

（5）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朱旭辉

成立日期：2009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曹妃甸工业区

经营范围：矿渣微粉及附产品生产、销售。

2016年末总资产 22341.64万元，净资产 20188.86 万元，营业收入 12741.62 万元，

净利润 104.75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首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79.38%；迁安中化煤化工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持

股 49.82%； 由于本公司持有 51%京唐公司股权， 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 唐山国兴实业有限公司和唐山曹妃甸盾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为京唐公司参股公

司，因此以上三家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三）目前上述关联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持续性采购、 销售， 生产与生活综合服

务，建设期内存在的工程建设及相关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提供管理服务等。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下列优先次序定价：国家定价；无国家定价，则

为国家指导价；既无国家定价亦无国家指导价，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若上述均不存

在，则为协议价。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首钢集团于 2017年 4月 20日在北京签署了 《关于相关主体间关

联交易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和行业特性，公司与关联方首钢集团经过长期合作，已在人员、技

术、生产等方面形成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基于该等合作关系，公司与首钢集团长期

以来建立的采购与销售关系、代理关系、提供综合服务、管理服务等是保证双方正常

生产经营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双方获得良好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为保证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

交易，避免对关联方形成长期依赖，保证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于 2014 年重组时作出了

相关承诺（详见公司相关承诺事项公告）。目前，公司已与首钢集团签署了《管理服

务协议》， 由公司及京唐公司为首钢集团下属部分钢铁板块资产和业务提供管理服

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唐荻、尹田、张斌、叶林、杨贵鹏）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同

意公司将该事项提交六届五次董事会审议，并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同时，认为公

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过原预计额的情形， 与 2017 年经济形势和

钢铁市场发展环境一致，公司对该调整议案的审议、批准程序等符合《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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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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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3月 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 3月 15日 -2018年 3月 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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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 3月 15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 3月 16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

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 3月 8日。

7、出席对象：

（1）2018年 3月 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8、会议地点：首钢陶楼二层第一会议室(北京市石景山路 68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

的提案》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大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提

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情况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预计情况的提案

》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电话、信函、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2018年 3月 13日、14日 9:00-11:30、13:3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99号院 2号楼三层。

4、登记方法：

（1）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

（2）法人股东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盖章)、公司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

证明文件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定

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盖章)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电话、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在 2018 年

3月 14日下午 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5、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 99号 2号楼三层

邮政编码：100041

电 话：010－88293727

传 真：010－68873028

联 系 人：刘世臣 许凡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

为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

过上述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遵从相关规定（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

详见附件）。

六、备查文件

1、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27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59” ，投票简称为“首钢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 3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5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6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本人 /本公司不能

参加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兹委托 _________�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7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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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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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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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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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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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185,671.88 421,648,749.29 -10.07%

营业利润

111,405,090.37 74,601,862.86 49.33%

利润总额

111,905,457.19 77,127,026.70 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197,243.95 65,942,542.85 24.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7 0.22 -6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11.69% -10.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8,294,983,440.32 739,799,488.92 102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38,647,574.23 602,649,019.20 1150.92%

股本

1,267,511,727.00 300,754,194.00 32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95 2.00 1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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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18.57 万元，同比减少 10.07%；实现营业利润 11,

140.51 万元，同比增长 49.33%；实现利润总额 11,190.55 万元，同比增长 45.0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19.72 万元，同比增长 24.65%。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829,498.34 万元，较期初增长 1021.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753,864.76 万元，较期初增长 1150.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为 5.95 元，较期初增长 197.50%。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比增幅达 30%以上，主要原因系：一、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完成了收购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 ）100%

股权的交割事宜，光启尖端及其下属子公司在合并基准日后的经营业绩并入公司，对公

司利润增长有所贡献；二、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收

益增加、财务费用降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报告期初增幅达 30%以上， 主要原因为 2017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966,900,415 股（每股面值 1 元）净募集资金人民币 6,837,763,309.96 元，以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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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2017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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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733� �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7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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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062,165.68 2,500,855,948.89 11.84

营业利润

31,216,309.76 112,844,083.08 -72.34

利润总额

46,126,692.27 135,824,664.38 -6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93,455.29 120,049,743.67 -69.7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0 0.37 -72.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7.72% -6.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518,678,763.55 3,201,629,916.80 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72,417,412.54 2,218,167,876.06 -2.06

股本

350,113,207.00 350,113,207.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20 6.3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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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062,165.68 元，营业利润 31,216,309.76 元，

利润总额 46,126,692.27 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93,455.29 元，基本每股收

益 0.10元 /股。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11.84%、-72.00%、-66.04%、-69.77%和 -72.97%。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燃料电池产业链、IDC 项目、储能项目、锂离子动力电池等

新能源领域的投入，报告期内暂时无法产生效益；原材料铅锭采购价格快速上升，导

致短期毛利率降低；人民币汇率变动较大，汇兑损失大幅度增加，对业绩产生一定影

响；公司深圳生产基地部分业务转移至湖北、越南生产基地，转移过程中部分产能浪

费，费用增加。上述原因对公司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公司今年利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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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 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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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9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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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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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253,625.17 1,353,352,597.08 1.40%

营业利润

119,510,974.04 140,280,272.57 -14.81%

利润总额

183,311,697.31 153,161,054.37 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301,318.12 146,405,344.51 12.2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1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6% 9.17% 0.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129,534,601.98 2,034,025,047.25 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800,147,673.67 1,635,809,038.12 10.05%

股本

712,028,800.00 713,648,000.00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2.53 2.29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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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253,625.17 元、利润总额 183,311,697.31 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301,318.12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40%、19.69%、12.22%。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129,534,601.9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800,147,673.67元，分别比期初增长 4.70%、10.05%。

较上年相比，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良好，影响公司 2017年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报告期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与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一案

作出终审裁定：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 441 号民事判决，同时驳回北京握

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详见公司 2017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结果的公告》

2017-071）。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

司冲回 2016年度计提的或有负债 5,000.00万元，扣除各专业机构以及诉讼相关费用后增加本公

司 2017年度利润。

同时，该诉讼对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接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该诉讼的尘埃落定，公司

业务接单将有望恢复正常。

报告期内，受行业及政策因素影响，公司智能卡业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毛利率受到一

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在工业物联网、安全产品、区块链等产品和技术的市场推广和投入，公

司特种通信物联网业务逐步产生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未来公司将继续在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

加强储备，促进公司业绩和利润实现平稳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披露的《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钱京、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赵长健、会计机构负责人施伟签字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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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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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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611,441.46 2,308,018,925.62 46.47%

营业利润

516,658,171.85 431,416,715.39 19.76%

利润总额

545,576,252.18 481,484,190.41 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180,992.13 406,477,236.88 16.1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7 0.2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0% 14.67% -4.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0,334,098,318.72 7,939,294,112.25 3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54,617,106.94 4,592,050,862.71 5.72%

股本

1,779,019,047 1,779,019,04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73 2.58 5.8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 年度，公司坚持以“新能源产业相关多元化” 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新能源领

域进行多点布局，业务覆盖了风塔、叶片、风塔零部件制造及产业链下游的风电场投

资运营，形成了产业链资源协同效应，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380,611,441.46 元，同比增长 46.47%；实现营业

利润 516,658,171.85 元，同比增长 19.76%；实现利润总额 545,576,252.18 元，同比增长

13.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180,992.13元，同比增长 16.1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10,334,098,318.72元，较上年末增长 30.1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854,617,106.94 元，较上年末增长 5.7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73元，较上年末增长 5.8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6.47%,主要原因是公司国内风塔销

售业务快速增长、公司收购的昆山风速时代叶片工厂收入并表以及哈密 300MW风电

场全年投入运营所致。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 30.16%， 主要原因是公司风电场投资规模增

长，融资规模相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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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 3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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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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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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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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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735,493.84 891,150,096.92 -2.18

营业利润

33,937,435.31 143,295,156.91 -76.32

利润总额

67,097,779.42 164,302,962.59 -5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294,686.43 158,281,756.02 -58.7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 0.29 -58.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9.96% -7.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668,964,114.06 2,653,846,611.44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45,331,547.46 2,331,055,208.99 0.61

股本

563,564,960.00 563,564,96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16 4.1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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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173.55 万元，同比下降 2.18%；

本年利润总额 6,709.78 万元， 同比下降 5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

529.47 万元，同比下降 58.75%；基本每股收益为 0.12 元，同比下降 58.62%，主要原因

为：2017年充电桩行业整体业务波动大，市场订单放量减缓，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充电

桩销售收入减少、毛利率下降，直接影响电力操作电源系统营业收入；公司为进一步

提升和拓展云平台综合服务建设， 加快推进能源互联网产业， 持续挖掘新的业务模

式，拓宽市场应用领域，致使研发费用和期间费用开支增长，影响公司 2017 年度业

绩。

2、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总资产为 266,896.41 万元，较期

初增长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34,533.15 万元， 较期初增长

0.6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对 2017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为 -60%至 -4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6,331.27 万元至 9,496.91 万元。本次业绩快

报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相符合。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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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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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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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7,779,431.77 6,217,001,129.14 19.31

营业利润

122,301,418.00 144,811,720.31 -15.54

利润总额

124,884,468.60 167,504,208.39 -2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57,039.48 111,946,646.26 -24.2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68 0.0883 -2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8% 6.35% -1.7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9,432,753,337.52 8,515,355,828.19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88,638,347.43 1,815,517,607.95 4.03

股 本

1,268,000,000.00 1,268,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49 1.43 4.2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41,777.94万元，同比增加 19.31%，主要是因为

报告期内公司订单增多,其中母公司增加 1.16 亿元，部份子公司增加幅度较大（新

疆中超新能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增加 2.28 亿元， 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增加

2.26亿元，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增加 1.8亿元）。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2,230.14 万元，同比减少 15.54%；利润总额 12,488.45 万元，同比减少 25.4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5.70万元，同比减少 24.2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

内应收款的增加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017年度公司总资产为 943,275.33 万元，

同比增加 10.77%，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的增加，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7年 10月 28 日披露的《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对 2017 年度经营

业绩的预计是：“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30%～

2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836.26万元～13,433.59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

少 24.29%，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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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