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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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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蓝帆医疗”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于2018年2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

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

的议案》；

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第三个解锁期可

解锁激励对象为58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8.5万股，占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24.90%，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73%。

公司董事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韩邦友先生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等对此发表了意见、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28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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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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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2月23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监事会主席李斌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以

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

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5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358.50万股限制性股票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同时公司人才发展部依据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案）》等相关绩效考核办法对全体激励对象在

考核年度内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考核结果予以审核，确

认本次58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80分以上，考核合格，同意公司

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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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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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8人；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358.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73%；

3、本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方可解锁，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蓝帆医疗” ）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韩邦友先

生回避表决。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8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8.5万

股，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4.90%，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3%。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4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帆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4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振平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3、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就《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文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备案。

4、2015年1月13日， 公司获悉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 《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并于2015年1月14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5、2015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帆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 或“本激励计划”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并于2015年1月2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公司独立董事就调整后的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5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帆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7、2015年2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蓝帆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振平

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8、2015年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5年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再次核实，并审议通过《关于对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15年3月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完成了限

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20万股，激励

对象共59名，授予价格为11.65元/股，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3月6日。

11、2015年4月8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山东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24,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24,720万

元人民币。

12、2016年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6年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4、2016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公司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均满足激励计划的规定相关解锁条件，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为59人，

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0万股，占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占公

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7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16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16、2016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刘卉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拟对刘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4.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5.525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49,440万股变更为49,435.5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7、2016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8、 公司已于2016年8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上述45,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19、2017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公司及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对象均满足激励计划的规定相关解锁条件， 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为58

人， 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8.5万股， 占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4.90%，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7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17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21、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公司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均满足激励计划的规定相关解锁条件， 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为58人，可

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8.5万股， 占股权激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4.90%，占

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7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自2015年2月17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起12个月为锁定期，在授予日12个月后的48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规定

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可在授予日起12个月后、24个月后、36个月后、48个月后分四期分别申

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25%、25%、25%和25%。

本次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时间为自授予

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公司可申请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8.5万股，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24.90%。

公司确定的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2月17日，截至2018年2月17日，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

（二）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说明

序号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

1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

2014

年增长率不低于

60%

，

且

2017

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7.00%

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988.77

万

元

，

相比

2014

年增长率为

256.47%

；

2017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

为

14.08%

，

满足解锁条件

。

2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

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2017

年度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0,086.43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19,988.77

万元

，

均不低于授予日前

2012-

2014

年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5,329.12

万元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229.86

万

元

，

满足解锁条件

。

3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2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

（

3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4

激励对象在各解锁期的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必须

合格

。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

，

考核对象

的关键业绩指标根据工作计划和岗位职责制定

，

于每

年初与公司签署业绩合同或

KPI

考核指标

。

个人绩效考核由激励对象直接上级根据激励对

象与公司签署的业绩合同或

KPI

考核指标进行评分

。

根据考核评分

，

被激励对象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分为

合格和不合格两档

，

其中考核评分为

80

分

（

不含

80

分

）

以上的为合格

，

80

分

（

含

80

分

）

以下为不合格

。

工作期间本人或下属发生重大差错或失误给公

司造成经济损失数额较大的直接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

在公司规定的期间内未与公司签署业绩合同或

KPI

考

核指标的直接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

2017

年度

，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58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均为

80

分以上

，

达到

“

合格

”，

满足解锁条件

。

5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

；

（

2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

（

3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4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

定的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

成，同意达到考核要求的58名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为358.5万股。 本次

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激励 对象

首次获授限制

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2015

年度权益

分派后限制性

股票数量

（

万

股

）

已回购限制性

股票

（

万股

）

已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

万股

）

本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

（

万股

）

剩余未解锁数

量

（

万股

）

李振平

65.00 130.00 0 65.00 32.50 32.50

刘文静

88.00 176.00 0 88.00 44.00 44.00

孙传志

65.00 130.00 0 65.00 32.50 32.50

韩邦友

24.00 48.00 0 24.00 12.00 12.00

张永臣

24.00 48.00 0 24.00 12.00 12.00

曹元和

20.00 40.00 0 20.00 10.00 10.00

其他中层及核

心人员

434.00 868.00 4.50 432.50 215.50 215.50

合计

720.00 1,440.00 4.50 718.50 358.50 358.50

注1：因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4.00元人民币现金；每10股转增10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同步实施了转增。

注2：由于原激励对象刘卉女士因个人原因离职，导致不符公司激励对象要求，公司已经

对其已经授予但尚未解锁的4.50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注3：由于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韩邦友先生、张永臣先生及曹元和先生

等六人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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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4：为配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顺利进行，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韩邦友先生、张永臣

先生及曹元和先生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

施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当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实施完毕。

注5：为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赵敏女士作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承诺自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或公司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 不减持公司股份；

其他中层及核心人员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214.00万股可以上市流通。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

的解锁条件，58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锁期绩效考核合格，其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 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58名激励对象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解

锁期内解锁。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等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我们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

解锁条件（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

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公司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包括解锁期限、 解锁条件等事

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

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 我们同意公司58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解锁期内解锁，

同意公司为其办理相应解锁手续。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58名激励对象持

有的358.50万股限制性股票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同时公司人才发展部依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案）》等相关

绩效考核办法对全体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该考核结果予以审核，确认本次58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

80分以上，考核合格，同意公司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案）》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次解锁现阶段需要履

行的相关程序，本次解锁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统一办理相关解锁事

宜。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事

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8-1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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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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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315,058.70 6,783,335,284.24 40.26%

营业利润

644,972,231.14 376,236,091.96 71.43%

利润总额

681,890,329.29 472,031,699.78 4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952,746.09 402,006,292.78 39.2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118 0.1520 39.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3.87% 1.30%

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240,352,084.57 22,994,523,362.80 3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773,673,559.10 10,545,696,703.33 11.64%

股本

2,644,236,466.00 2,644,236,46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45 3.99 11.53%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实施差异化领先战略，加速在全球光伏产业市场实现规模和技术的

全面领先，抓住市场机遇发展半导体材料产业，不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公司持续优化产

品结构、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和新业务拓展能力，使得各项业务能够保持稳步发

展；公司通过严格成本控制、有效实施精益化管理，有效降低运营成本，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本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51,431.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5,995.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29%。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3,124,035.21万元，较上年期末增加35.8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77,367.36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11.64%，主要由于公司本年度实

现净利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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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9� � �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18-029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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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05,730.31 183,724.65 11.98%

营业利润

35,947.09 45,675.24 -21.30%

利润总额

35,868.00 46,446.01 -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09.70 39,632.79 -23.0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92 1.23 -25.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2% 28.82% -13.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75,170.61 233,538.25 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3,790.01 162,757.32 55.93%

股 本

33,966.75 32,504.13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7.47 5.01 49.1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730.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8%，主要原因为日

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业务、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业务销量增加导致销售收入增长，以及新增正

极材料业务，实现销售收入正向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5,947.0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30%，利润总额35,

868.0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2.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509.70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23.02%，主要原因为（1）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业务上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持续高

位，导致毛利率下降；（2）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毛

利率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375,170.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65%，主要原因为应收款项

和建设项目投资同比增加。

4、 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53,790.0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5.9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7-107） 中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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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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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

为-23.02%，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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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的比较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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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23� �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8-015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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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040,855.47 1,238,894,201.48 0.50

营业利润

148,397,830.06 107,752,145.64 37.72

利润总额

147,389,381.75 127,282,742.02 1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911,089.56 106,986,455.60 10.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5.95% 0.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367,985,387.68 3,003,168,942.98 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80,412,324.89 1,841,019,128.97 13.00

股本

1,011,886,286.00 843,238,572.00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06 2.1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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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持续向好，业绩实现稳步增长。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504.09

万元，同比增长 0.5%；营业利润14,839.78万元，同比增长37.72%；利润总额14,738.94万元，同比

增长1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91.11万元，同比增长10.21%；基本每股收益为

0.12元，同比增长9.09%。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及时调整销售策略，确保业绩稳中有升；

进一步加强内部成本控制与价格管理，积极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同时加大收款力度，回款额达

到近几年最高水平。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14,839.78万元，同比增长37.72%，一是因为加强收款管理，本年收回货

款增加， 且本期收回账龄一年以上货款的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计提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

少。 二是因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其他收益，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

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本期收到的与企业日常经营

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其他收益2021.42万元，上年同期计入营业外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下降5.5%，主要是因为2017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股

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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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1%，与前次披露的预计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可能被实施特别处理、暂停上

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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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61� � �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18-008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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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7日，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黄晖先生的通知，根据公司2018年2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增持公司股份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黄晖

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 黄晖先生于2018年2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以

22.917元/股，共计买入了公司股份3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45%。

本次增持前，黄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250,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36%。 本次增持

后，黄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280,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38%。

2、累计增持股份的基本情况：

增持人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均价

（

元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黄晖

董事长

、

总经理

集中竞价

2018

年

2

月

8

日

60,000 21.788 0.0489

2018

年

2

月

9

日

51,000 21.219 0.0416

2018

年

2

月

27

日

30,000 22.917 0.0245

左笋娥 董事 集中竞价

2018

年

2

月

9

日

15,500 21.103 0.0126

二、后续增持计划

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

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在未来6个月内（自2018年2月8日增持之日起算，包

含本次增持之日）以自有资金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适时增持公司股份。

黄晖先生、 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18年2月8日起 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不低于1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82%）、 不超过245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包括增持计划已实施部分）。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会及时关注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

划的实施并及时披露。

四、其它说明

1．《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已经作出

的各项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

不在敏感期买卖本公司股份。

3. 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

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0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18－008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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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495,313.47 977,120,506.01 48.04%

营业利润

39,454,458.06 14,083,203.82 180.15%

利润总额

39,431,424.72 14,150,607.32 17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31,424.72 14,150,607.32 178.6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426 0.0153 178.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1.18% 2.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342,641,385.08 1,488,419,943.61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47,118,516.28 1,207,687,091.56 3.27%

股本

926,400,000.00 926,4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3462 1.3036 3.27%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7年12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2016年度营业利润由 14,203,142.20元调整为14,083,203.82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649.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0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产销量增加及铝价上涨影响所致；实现营业利润3,945.45万元，利润总额3,943.14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43.14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426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80.15%、

178.66%、178.66%和178.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收回，相应冲销以前年度公司对

应收往来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及经营有所改善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134,264.14万元，较2016年末减少9.79％，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

到期银行借款，贷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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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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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1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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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90,425.22 520,244,454.55 2.35%

营业利润

671,627.65 12,947,196.67 -94.81%

利润总额

1,978,924.06 4,727,939.73 -5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41,440.07 881,718.57 1174.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6 0.004 1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0.16% 2.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074,777,783.16 1,125,677,981.64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1,725,646.12 480,150,780.87 2.41%

股 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46 2.40 2.5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稳健经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2,490,425.22元，同比增长2.35%；实

现营业利润为671,627.65元， 同比下降94.81%； 实现利润总额为1,978,924.06元， 同比下降

58.14%， 主要原因系油墨行业原材料成本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及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

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压力。

2017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1,241,440.07元，同比增长1,174.95%，公

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056元，同比增长1,300.00%，主要原因系2017年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

限公司的全部利润都归属于上市公司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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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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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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