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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签订

《收购意向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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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收到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集团” ）的通知，中技集团现有股东颜静

刚、杨影已于2018年2月25日与中商云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云南” ）签订了

《收购意向协议》，拟将其合计持有的中技集团100%股份以协议方式转让给中商云南，后续将

展开相关尽职调查工作，并在满足相关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签订收购相关股份的正式合约，但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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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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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累计涉及诉讼本金：合计约2.4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相关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

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

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州市中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上海市第一中院” ）签发的法院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涉案材

料。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案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由 诉讼本金

（

元

）

目前进展

1

（

2018

）

苏

0591

民初

1052

号

黄某波

颜静刚

、

梁秀红

、

陶婷婷

、

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

限公司

、

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

上海中技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

民间借贷

纠纷

20,000,000

尚未开庭

2

（

2018

）

浙

05

民初

13

号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

颜静刚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67,050,000

尚未开庭

3

（

2018

）

沪

01

民初

317

号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

颜静刚

、

梁秀

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53,400,000

尚未开庭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黄某波诉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签发的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起诉状》（2018）苏0591民初1052号等材料。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决定于2018年4

月17日9时30分开庭审理，现将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黄某波，男，汉族，1980年5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

被告一：颜静刚，男，汉族，1978年12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被告二：梁秀红，女，汉族，1978年11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被告三：陶婷婷，女，汉族，1986年6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

被告四：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2幢3楼，法定代表人：

黄传宝。

被告五：上海攀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陈远宁。

被告六：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201号3幢108室，法定代

表人：颜静刚。

被告七：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法定代

表人：翁中华。

2、诉讼起因

2017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各方签订了相关《借款合同》，并发放了借款人民币2000万

元。上述借款到期后，被告各方未能偿还上述借款或履行相应保证责任。为此，原告向苏州工业

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七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至款项给付完毕之日止。

（2）判决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七承担原告实现本债权而支付律师费用372,000元。

（3）判决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对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诉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湖州市中院签发的《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

诉状》（2018）浙05民初13号等材料。湖州市中院决定于2018年3月30日9时00分开庭审理，现将

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负责人：李幼平，住所：湖州市苕溪西路258号

被告一：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

翁中华

被告二：颜静刚，男，汉族，1978年12月27日出生，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2、诉讼起因

被告一于2017年11月6日与原告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借款金额2300万元，贷款

期限为2017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10月24日；被告一于2017年11月17日与原告签订《银行承兑

协议》1份，开具银行承兑汇票3份，票据到期日为2018年8月14日，开票金额9250万；被告一于

2017年11月27日与原告签订《出口发票融资业务总协议》1份，融资借款1500万元，融资期限为

180天；被告一于2017年11月17日与原告签订《出口订单融资业务总协议》1份，融资借款2笔，

金额6000万元，其中一笔放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0日，融资金额5000万元，融资期限至2018年5

月21日；另一笔放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4日，融资金额1000万元，融资期限至2018年5月28日。

上述融资由被告一以其所有的土地、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由被告二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被告一、被告二在借款期间出现违反合同约定的事件，原告依合同约定宣布贷款提前

到期，经原告通知后，被告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原告向湖州市中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归还贷款本金83,800,000元及利息、逾期罚息、复利267,322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交付开具承兑汇票票款8,325万元，逾期未交付造成原告垫款的，

按垫款金额每日支付万分之五的利息，利息计算至利随本清；

（3）原告对被告一抵押给原告的抵押物，在最高额抵押金额11,9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

（4）原告对被告一抵押给原告的抵押物，在最高额抵押金额1,259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

（5）被告二对上述借款在最高额20,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三）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上海市第一中院签发的《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起诉状》（2018）沪01民初317号等材料。上海市第一中院决定于2018年4月12日14时00分开

庭审理，现将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法定代表

人：冯强。

被告一：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

人：翁中华。

被告二：颜静刚，男，汉族，1978年12月27日出生，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被告三：梁秀红，女，汉族，1978年11月17日出生，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2、诉讼起因

2017年8月18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一份《银行承兑协议》，与被告二、三签订了一份《最

高额保证协议（自然人）》，被告二、被告三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原告于2017年8月22日为

被告一开具并承兑了40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日为2018年2月22

日。2018年1月26日，原告宣布债务全部提前到期，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全部票款，除扣划的保证

金外，余款5340万元被告至今未支付。为此，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支付票款人民币5340万元。

（2）判令被告一如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导致原告垫款的，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原

告支付垫款本金的逾期利息及复利。

（3）判令被告二、三对被告一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判决情况

上述各案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关于黄某波诉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会从未审议过此案件相关借款或担保事项， 公司未来将通过法律手段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

益。

2、目前上述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

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签发的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

状》（2018）苏0591民初1052号等材料。

2、湖州市中院签发的《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2018）浙

05民初13号。

3、 上海市第一中院签发的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2018）沪01民初317号等材料。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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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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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2月2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审议事项，并于2018年2月23日公告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

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15：00至2018年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翁中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175,391,9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4.05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75,

230,8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4.010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61,100股，占公司

总股份数的0.0405%。

4、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61,100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0.0405%。

5、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合作成立新能源产业基金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175,37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9%；反对1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4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029％；反

对1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9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3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监事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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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于2018年2月27日收

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监事银奔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银奔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监事的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银奔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银奔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

于法定人数，其监事辞职报告在补选监事任职后生效。在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银奔先生仍

继续履行监事的相关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银奔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18-030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份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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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相关方送达的《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就深圳前海圆融通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圆融通达"）将所持2,570.83万股公司股份转让给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

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深圳前海圆融通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汉富控股有限公司

鉴于：

1.�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新好"或"上市公司"）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

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经批准于1992年4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原名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为"全新好"，股票代

码为000007。 全新好目前注册地址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时代大厦6楼，注

册资本34,644.8044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租赁；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信息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项目投资；矿业投资；矿产品的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

金融服务项目并进行投资管理（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从事其他投资与投资管理。

2.甲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于本协议签署之时，

甲方持有全新好2,570.83万股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7.42%，为上市公司的第三

大股东和第二大流通股东。

3.乙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4.甲方拟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所持有的全新好2,570.83万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数7.42%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该等股份。

有鉴于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诚实信用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就上市公司股份转

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兹遵守：

一、股份转让

1.1� �标的股份

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所持有的全新好2,570.83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7.42%的

股份。

1.2�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

1.3� �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1.4� �甲乙双方均认为本协议约定之标的股份含甲方原持有的标的股份的全部权益，包

括与甲方所持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分配权、董事提名权、资产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

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益。

二、股份转让款及支付

2.1� �股份转让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总价为428,300,278元（大写：肆亿贰仟捌佰叁

拾万零贰佰柒拾捌元整），折合每股16.66元，为本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二

级市场收盘价的100%。甲乙双方确认，上述价格为固定价格，本协议生效后，无论上市公司股

价如何变动，上述交易价格均不变。

乙方全部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2.2� �股份转让款的支付

2.2.1乙方分三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2.2.2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收到甲方所有合伙人就本次股份转让所出具的确认函

原件（以时间较晚者为准）之日的次日将第一笔股份转让款6,000万元（大写：陆仟万元整）

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2.3截至本协议生效之日，标的股份已质押给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且质

押担保的主债权将于2018年3月2日到期。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立即着手准备

按照约定履行以标的股份质押作为担保的主债务（"担保债务"），以按期解除标的股份的质

押担保。为此，甲方将于以标的股份质押担保的主债务到期前向乙方发出付款请求，乙方应

于收到甲方的付款请求后3个工作日内向以甲方名义开立的甲乙双方共管账户 （"共管账户

"）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款18,000万元（大写：壹亿捌仟万元整），并尽全力配合甲方将第二笔

股份转让款解付至甲方担保债务的专有融资账户（即标的股票质押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证券户关联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专有融资账户"），专项用于甲方偿

还担保债务。担保债务清偿以后，甲方应于2个工作日之内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的全部手

续，同时将全部2,570.83万股标的股份质押给乙方并申请办理相应的质押登记、公告。

2.2.4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188,300,278元（大写：壹亿捌仟捌

佰叁拾万零贰佰柒拾捌元整） 的前提是乙方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7日

所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项下4,685.85万股全新好股份过户登记得以完成。在满足本协议各

项条件且甲方切实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应先履行的各项义务的条件下， 乙方应于2018年4月

30日之前将剩余股份转让款188,300,278元（大写：壹亿捌仟捌佰叁拾万零贰佰柒拾捌元整）

一次性汇至共管账户。剩余股份转让款188,300,278元（大写：壹亿捌仟捌佰叁拾万零贰佰柒

拾捌元整）汇至共管账户后，甲乙双方应于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并相互配合尽快完成过户登记；本

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配合将共管账户内剩余股份

转让款188,300,278元（大写：壹亿捌仟捌佰叁拾万零贰佰柒拾捌元整）予以全额解除监管，以

完成第三笔付款。

2.3股份转让失败后的安排

2.3.1�如本次股份过户不能最终完成或本协议解除，则为本次股份转让失败，本次股份转

让失败之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日期：a）甲乙双方签订本次股份转让终止协议日；b）任何一方

重大违约（定义见7.2条）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失败的，经守约方向违约方发出确认股份转让失

败的书面通知之日，但若违约方构成重大违约后5个工作日内守约方仍未发出上述确认股份

转让失败的书面通知，则为该5个工作日期限届满之日；c）本次股份转让经深交所审核并不

予出具确认意见书之日；d）本次股份转让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并不予

办理股份过户登记之日；e)�乙方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7日所签订的《股

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以下简称"泓钧名下股份转让"）失败之日（股份转让失败的定

义以该《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甲乙双方特别确认，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只要泓钧名

下股份转让的股份过户不能最终完成，乙方即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且不

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3.2�若本次股份转让失败因任何一方重大违约之外的其他原因所致，甲方承诺在本次

股份转让失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经实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返还给乙方；如果甲方

向乙方返还股份转让款的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但不超过一个月，则甲方应根据应返还而未返

还金额、 按照每年百分之八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直至甲方向乙方全部返还应返还款

项； 如果甲方向乙方返还股份转让款的时间超过一个月， 则甲方应根据应返还而未返还金

额、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甲方向乙方全部返还应返还款项。

2.3.3�若本次股份转让失败因乙方重大违约所致，甲方有权收取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股

份转让款的20%，甲方应于本次股份转让失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从乙方已经实际支付的股

份转让款中扣留乙方应付的所有违约金金额，并将剩余金额返还给乙方（如有），否则甲方应

根据应付未付金额、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甲方向乙方全部支付

应返还股份转让款及应付违约金。

2.3.4�若本次股份转让失败因甲方重大违约所致，乙方有权收取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股

份转让款的20%，甲方应于本次股份转让失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经实际支付的股

份转让款以及甲方应付的违约金支付给乙方，否则甲方应根据应付未付金额、按照每日万分

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甲方向乙方全部支付应返还股份转让款及应付违约金。

三、股份过户

3.1�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标的股份已质押给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且该等

股份目前还处于质押状态中。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立即着手准备按照约定履行担保债务，

并在收到乙方按2.2.3款支付的第二笔股份转让款18,000万元（大写：壹亿捌仟万元整）且该

第二笔股份转让款解付至甲方担保债务的专有融资账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应的

解除质押的登记手续，并督促上市公司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对上述事项予以公告。

3.2�甲乙双方同意， 甲乙双方应于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书的申请；深交所就

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书后，甲乙双方应在剩余股份转让款188,300,278元（大写：壹亿

捌仟捌佰叁拾万零贰佰柒拾捌元整）汇至共管账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并相互配合尽快完

成过户登记。

3.3� �甲乙双方应按时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的全部文件。

3.4� �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 乙方将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并记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

四、过渡期

4.1�在过渡期内，甲方承诺不支持上市公司改变其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也不得支持上

市公司以其重要资产对第三人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他项权利；也不得同意上市公司进行不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承担重大义务等行

为，上市公司已经依法披露的项目除外。

4.2�在过渡期内，如遇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标的股份数量应作相应调

整， 标的股份除权所对应的新增部分股份应一并转让给乙方， 且本次股份转让总价不做调

整。在过渡期内，如甲方取得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则标的股份对应的该部分现金分红由

甲方等额补偿给乙方， 或者由乙方从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中直接予以扣除相应的现金分红

金额。

4.3过渡期内，甲方应立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支持乙方和/或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或上市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议案。

五、陈述与保证

5.1� �甲方的陈述和保证

5.1.1� �甲方签署本协议应获得其有权机构的同意和授权，并符合其合伙协议或其他适用

的文件的规定，同时甲方也应采取一切合法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所需的一切批准、同意或豁

免， 其进行本次股份转让未违反任何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承诺或其他对其适用的

法律文件中的任何约定或规定。

5.1.2�甲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 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

的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5.1.3�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保证标的股份不涉及、也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的、尚未了结

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或情形，且标的股份之上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

5.1.4�甲方保证其将积极履行本协议的约定， 尽快办理股份过户所必须的审批程序和登

记手续，决不拖延或拒绝。

5.1.6�甲方保证所作的所有陈述事项均真实、完整和准确，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5.2�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5.2.1乙方签署本协议应获得其有权机构的同意和授权，并符合其公司章程、细则或其他

适用的文件的规定，同时乙方也应采取一切合法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所需的一切批准、同意

或豁免， 其进行本次股份转让未违反任何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承诺或其他对其适

用的法律文件中的任何约定或规定。

5.2.2�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时间和条件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5.2.3� �乙方保证用于支付股份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合法。

5.2.4乙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的

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5.2.5乙方保证其将积极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尽快按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过户所必须的

审批程序和登记手续，决不拖延或拒绝。

5.2.6乙方保证所作的所有陈述事项均真实、完整和准确，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六、协议变更、解除和终止

6.1� �非经协商一致或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解

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甲方和乙方以书面形式作出。

6.2�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协议一方或双方可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6.2.1�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协议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6.2.2� �一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6.2.3� �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解除情形。

6.3�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6.3.1� �本协议项下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6.3.2� �本协议解除。

七、违约责任

7.1�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发生以下任一事件即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7.1.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7.1.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

协议项下所作出的任何陈述、声明、保证与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存在误导成分或

存在重大遗漏。

7.2�如果一方违约，但经守约方向其发送违约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若纠正违约事项所需

合理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长上述宽限期）纠正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赔偿实际损失并承担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如适用）。如果一方违

约，但经守约方向其发送违约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若纠正违约事项所需合理时间超过5个工

作日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长上述宽限期）仍未纠正的，则视为该方重大违约，守约方除有

权要求违约方承担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如适用）以外，守约方还有权

按本协议第6.2.2条约定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实际损失，双方应在解除本协

议后3个工作日内恢复原状，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

公司将积极跟进《协议》约定相关事项进展，敦促汉富控股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严

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8-001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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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2017年度共收到政府补助资金43,

081.97万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43,081.97万元），具体补助情况如下：

序

号

与收益相

关

/

与 资

产相关

补助项目

是 否

实 际

收 到

相 关

款 项

或 资

产

收款日期

补 助 金

额

（

万

元

）

是否具

有可持

续性

是 否 与 公

司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相

关

计入的 会 计

科目

补助依据

1

与收益相

关

土地使用税减免 是

2017

年

2

月

347.95

是 是 其他收益

2

与收益相

关

地方水利基金减免 是

2017

年

4

月

651.62

是 是 其他收益

3

与收益相

关

房产税返还 是

2017

年

6

月

370.10

否 是 其他收益

萧地税通

（

2017

）

38836

号

4

与收益相

关

2017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补助

是

2017

年

9

月

375.55

否 是 其他收益 浙财企

（

2017

）

68

号

5

与收益相

关

财政补助 是

2017

年

12

月

37000.0

0

否 是 其他收益 甬石化政

（

2017

）

35

号

6

与收益相

关

财政贴息 是

2017

年

12

月

3000.00

否 是 财务费用 甬石化政

（

2017

）

35

号

7

与收益相

关

财政奖励 是

2017

年

12

月

498.00

是 是 其他收益

8

与收益相

关

其他 是

2017

年

838.75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

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的

类型，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政补助对公司日常经营有积极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或资产转移证明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8-002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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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7,075,372.31 4,550,107.39 55.50

营业利润

230,571.36 217,188.81 6.16

利润总额

230,850.09 223,111.96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189.73 192,060.58 4.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2 0.50 4.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4.09 14.48 -0.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201,628.72 4,386,745.57 4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26,226.13 1,420,078.76 0.43

股本

（

万股

）

381,600.00 254,4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74 3.7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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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075,372.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55.50%，主要系控股子

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本期贸易类收入增加； 总资产 6,201,628.72万元， 较年初增加

41.37%，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建支出增加；股本 381,600万股，较年初

增加50%，主要系本期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254,400万股为基础，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2,000万元~220,800万元。2017年度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00,189.73万元，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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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水荣、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彩娥、会计机构负责人张绍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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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2018-01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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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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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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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976,122.35 2,311,575,474.59 13.43%

营业利润

576,472,628.51 536,634,814.87 7.42%

利润总额

595,911,732.98 556,952,942.72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289,552.5 439,020,710.73 1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8 0.52 1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4% 15.74% 1.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016,926,055.83 3,528,226,262.72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52,477,924.35 2,660,625,702.84 18.49%

股本

870,035,403.00 850,297,323.00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62 3.13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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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197.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43%，营业收入的增长

主要来源于电商渠道和线下直营渠道销售业绩的提升。实现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42%、6.99%、13.5%，主要原因一是销售收入的增

长；二是理财收益的增长；三是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享受所得税税率1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18年1月29日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

营业绩在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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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72� � �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8-1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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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885,064.73 2,617,076,763.36 18.52%

营业利润

606,815,995.36 584,311,545.56 3.85%

利润总额

619,008,070.00 673,705,415.68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772,972.03 533,813,817.46 -1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60,409,708.59 379,234,585.42 21.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4 0.62 -1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0% 17.65% -4.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9,075,106,687.26 8,189,148,516.08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50,006,057.96 3,288,894,416.62 14.02%

股 本

888,237,102 887,152,102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22 3.71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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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贯彻执行公司发展战略，通过调整业务结构，聚焦主业发展，积极开拓市场，持

续增加工业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及持续开展节能降耗生产活动，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有效地控

制了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310,188.5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8.52%，实现营业利润约为人民币60,681.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47,077.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11.81%，主要是上年同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转让子公司股权所产生的非经常性投资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影响，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约21.40%。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约为人民币907,510.67万元，较期初增长约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375,000.61万元，较期初增长约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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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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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18� � �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1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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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58,467.26 270,756,688.83 17.14%

营业利润

15,607,555.44 23,149,743.20 -32.58%

利润总额

22,092,437.42 26,250,096.62 -1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58,144.66 24,589,944.57 -16.8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37 0.067 -4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48% -0.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

%

）

总资产

2,580,387,186.98 2,371,828,621.26 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87,848,969.85 1,669,560,886.00 1.10%

股本

547,920,000.00 365,28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08 4.57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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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7,158,467.26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7.14%；实现营业利

润15,607,555.4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2.58%；实现利润总额22,092,437.42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了15.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58,144.6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6.80%。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但由于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汇兑损失

较大，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了50%，其原因是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除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07元（含税）外，同时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公司

股本由36,528万股增加至54,79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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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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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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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903,245.85 776,388,972.85 37.81%

营业利润

215,346,721.44 260,954,631.76 -17.48%

利润总额

216,124,935.61 264,539,983.60 -1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916,703.73 224,461,503.80 -18.0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437 0.1754 -18.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9.63% -2.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038,623,683.10 3,033,875,266.88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38,002,307.67 2,400,623,430.56 1.56%

股本

1,280,000,000 1,2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9047 1.8755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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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69,903,245.85元，同比增长37.81%，主要原因是公司进

一步开拓市场，产品内外销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

916,703.7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0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新厂区资产折旧费用、创新

药物研发费用增加及新品种市场开拓投入增加等所致。

2.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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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