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63�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8-012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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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279,900.83 1,094,329,115.32 7.76%

营业利润 162,423,318.49 108,460,452.62 49.75%

利润总额 177,096,449.34 139,748,743.45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783,139.58 131,374,311.56 32.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88 0.2206 3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8% 7.57% 1.5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501,099,452.66 2,327,552,199.58 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50,243,625.32 1,791,480,411.32 8.86%

股 本 602,573,950.00 606,563,337.00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2365 2.9535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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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强化既有优势业务的基础上，优化了公司产业布局和产品战略，加大了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社会信息化等领域的研发投入，进一步明确了

“集团管理业务、能源互联网业务、智能物联业务、社会信息化业务”四大核心业务领域和产品

系列，强化职能管理、大力拓展市场、严控成本费用，优化效应开始体现，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实现了较好增长。

1、 报告期内， 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6.7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2.28%、每股收益同比增长30.92%，主要原因为：

（1）公司强化既有优势业务，优化产业布局和产品战略，加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社会信息化” 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化职能管理、大力拓展市场、严控

成本费用，优化效应开始体现，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总体增幅低于收入增幅；

（2）公司积极推进资本运作与兼并收购，报告期新增合并单位杭州昊美科技有限公司与

北京智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亦为公司收入与利润增长作出了一定贡献。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增长49.75%，增幅超过利润总额的增幅，主要原因为：

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

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根据

准则修订要求，公司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原在“营业外收入”列报，报告期改为在“其他收益”

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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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为：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5%至增长4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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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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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18-020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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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3,999,989.54 6,805,205,221.56 27.17

营业利润 465,119,106.06 589,585,223.76 -21.11

利润总额 583,829,631.94 651,988,359.95 -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322,088.30 509,350,112.52 -9.23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23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6.66% 减少1.43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015,203,309.64 14,512,304,076.30 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69,374,625.87 8,565,318,154.45 7.05

股本 2,370,371,524.00 2,367,738,704.00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87 3.62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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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65,400.00万元，同比增长27.17%，实现营业利润46,511.91

万元，利润总额58,382.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32.21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

降低21.11%、10.45%和9.23%，主要影响因素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产销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促使家电及家居电器电机及旋转

电器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但

受电机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影响，以致本期的毛利率有所降低；

（2）报告期内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重申等因素的

影响，全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量先抑后扬，新能源汽车产量的上升为公司该业务板块带来了

营业收入的增长；但受行业产销结构变化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该业务板块利润

有所增长，但未达预期；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业务，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但该业务处于

市场推广阶段，推广费用、车辆折旧等成本的增加对本期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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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楚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伍小云先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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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定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8-020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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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期” ）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四川科

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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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5,031,517 8,565,943,415 33.49%

营业利润 1,189,411,733 668,057,617 78.04%

利润总额 1,152,518,758 716,426,136 6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549,708 584,638,829 2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2 0.41 2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5.21% 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998,389,284 23,409,878,945 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803,849,160 11,330,204,890 4.18%

股本 1,440,000,000 1,44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20 7.87 4.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0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8%，影

响净利润的主要因素：（1）报告期，公司累计持有超过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四药集团” ）已发行股本的 20%，并且石四药集团已委任公司高管为其非执行董事，公司能

对石四药集团施加重大影响，因此，会计核算方法发生变更，致投资收益增加；（2）输液产品

结构持续优化，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降低，整体毛利和毛利率持续增长；（3）

公司持续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研发费用较同期大幅增加；（4）受“两票制”影响，公司

加大销售终端客户的开发力度，市场开发、维护费大幅增加；（5）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折旧摊

销、员工薪酬（股权激励摊销）、修理费等大幅增加；（6）四川科伦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分公司

及公司子公司四川新迪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经济效益远低于预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致

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7）公司在建工程完工转固，利息资本化减少，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8）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致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

2.上表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3.49%，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大销售终端客户的开发力度及子

公司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能逐步释放。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78.04%，利润总额同比上年同期增长60.87%，主要原因为公司

持续优化输液产品结构，并通过加强生产管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毛利大幅增加；公司持

有石四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目的发生变化，变更会计核算方法，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同时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影响利润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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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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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证券简称：大康农业 公告编号：2018-011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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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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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2,247,043.12 6,223,163,636.39 109.74

营业利润 -81,860,141.95 228,511,379.40 -135.82

利润总额 -28,989,130.00 220,076,221.12 -11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252,912.50 76,223,268.93 -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30 0.0139 -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1.32%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805,884,974.18 16,369,306,448.83 2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628,223,023.98 5,621,999,153.74 0.11

股本 5,485,372,200.00 5,485,372,2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026 1.02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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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3,052,247,043.12元，同比增长109.74%；营业利润-81,860,

141.95元，同比下降-135.82%；利润总额-28,989,130.00元，同比下降-113.17%。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13,052,247,043.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74%，主要系公司

2017年收购海外子公司及增加2016年度所收购的海外子公司合并期间所致。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81,860,141.95元，同比下降-135.82%，主要系海外子公司毛利

率下降及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28,989,130.00元，同比下降-113.17%，主要原因同上述。

2、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0,805,884,974.18元，同比增长27.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5,628,223,023.98元， 同比增长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026

元，同比增长0.1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为7,500万元至8,177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

125.29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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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97� � �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2018-023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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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8

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公司

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廖寄乔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

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使公司关于

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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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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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

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

应参会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怡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全体监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

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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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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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

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

《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7年末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及无形资

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资产及无

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发现部分应收款项、

部分存货、部分无形资产中的非专利技术、商誉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

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

余额

本期

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

余额

转回 转销

其他

减少

合计

一、坏账准备 7,270.00 956.37 8,226.37

1、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

6,693.71 757.07 7,450.78

2、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

576.29 199.30 775.59

二、存货跌价准备 4,526.94 1,760.65 329.47 69.85 399.32 5,888.27

三、其他 493.35 493.35

合计 11,796.94 3,210.37 329.47 69.85 399.32 14,607.99

二、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说明

2017�年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对以下单项资产（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无形资

产和商誉） 计提的减值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3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及对全部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具体说明如下：

1、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本期增加存货跌价损失1,760.65万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 40,686.75

资产可收回金额 34,798.48

跌价准备 5,888.27

其中本期计提金额 1,760.6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

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部分存货的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公司考虑相应存货销售的可能性，加大

了相应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公司本期增加计提坏账准备757.07万元，计提依据为：

（1）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账龄法对常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2）对部分账龄较长应收账款结合客户运营实际情况及本期回收情况等分析收回概率，

确定可收回金额，并就账面金额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个别计提坏账准备。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公司本期增加计提坏账准备199.30万元，主要为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账龄法对常规其

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4、其他

公司本期增加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274.48万元、 商誉减值准备218.87万元， 计提依据

为：

公司对2017年末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合理估计， 对其中的部分非

专利技术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经商誉减值测试，对本

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博云汽车及博云汽车收购其子公司杭州博云产生的商誉合计

218.87万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无形资产和商誉，计

提减值准备金额为3,210.37万元，计入 2017� 年度会计报表。扣除企业所得税影响后，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314.13�万元，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2,314.13�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能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7

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状况，有助于向

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7年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

有合理性。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

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2、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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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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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626,783.42 515,093,143.97 5.73%

营业利润 -63,728,053.94 -53,614,118.68 -18.86%

利润总额 -61,650,826.87 20,695,891.62 -39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15,849.35 6,291,672.71 -1092.04%

基本每股收益 -0.1324 0.0133 -109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0.�45% -4.4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2,252,046,032.56 2,388,194,744.58 -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26,560,730.75 1,590,498,319.10 -4.02%

股本 471,315,045.00 471,315,04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24 3.37 -4.02%

注：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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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涨幅为5.73%，主要为公司本报告期高性能模

具材料收入增长所致；公司2017年营业利润有所下降，降幅为18.86%，主要为本报告期管理费

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下降，降幅分别为397.89%、1092.04%，主要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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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 《关于2017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廖寄乔、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朱锡峰、会计机构负责人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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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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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11亿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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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9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对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以及投资于安全性、流动性较

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现金管理，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11亿元人民币，

现金管理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2017年9月29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同意公司自2017年9月29日起1�年内，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进行现金管理的

闲置募集资金（总额度为不超过11亿元人民币）以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以及投资于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行使决策权，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4

日和2017年9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对本次闲置募集资金（11亿元）实施了现金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

月17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

施公告》和2017年10月19日、2017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4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公告》及2018年1月19日、2018年1

月30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11亿

元）的进展公告》。

一、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的情况

购买

银行

银行产品

名称

银行产品类

型

银行产品期限

产品年化

收益率

认购金额/理

财本金(万元

人民币)

收益

（元人民币）

起息日 到期日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企业金融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01-26 2018-02-26 3.60% 10,000.00 305,753.42

合 计 ―― ―― ―― ―― ―― 10,000.00 305,753.42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购买银行

银行理财

产品名称

银行产品

类型

银行产品期限

产品年化收

益率

认购金额/理

财本金 (万元

人民币)

目前状态

起息日 到期日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南

大街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

黄金两层区间

六个月结构性

款 H0001356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10-13 2018-4-11 4.03% 20,000.00 正在履行

烟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牟平支行

“蓝海汇” 蓝海

港湾系列人民

币机构理财产

品2017110期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10-18 2018-04-18 4.40% 40,000.00 正在履行

烟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牟

平区支行

“富民理财—

私人订制 ” 系

列 2017年第 20

期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10-30 2018-05-02 4.0% 15,000.00 正在履行

潍坊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幸福赢隆人民

币 理 财 产 品

17134期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7-11-13 2018-05-16 4.10% 5,000.00 正在履行

合 计 ―― ―― ―― ―― ―― 80,000.00 ――

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情况

存款账号 存放银行 存入时间

存入金额

（万元人民币）

存款种类 起息日 利率

853540010122601122

恒丰银行牟平

支行

2017年11月10日 20,000.00 协定存款 2017年11月10日 1.495%/年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4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2

月24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

施进展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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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73� � �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8-005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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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

年2月27日上午10点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邮件、办公集成RTX方式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会议由董事长王爱军女士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抵押贷款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2月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西藏分

行"）申请了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1年，于2018年2月到期。公司拟在上述流动资金贷款到

期后，继续向中国银行西藏分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1

年。同时，公司拟以合法拥有的廊坊市房权证廊开字第K5293号、第K5294� 号房产，廊开国用

（2011）第08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上述贷款的抵押担保。

上述议案属董事会职权范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关于对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便于新建项目的管理和未来财务核算，2017年8月21日， 公司在吉林白城新设了全资子

公司吉林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梅花"），吉林梅花位于白城工业园区珠江

路南、云海街西，法定代表人为张士峰，注册资本5亿元，经营范围包括氨基酸系列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满足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吉林梅花增加注册资本金5亿元，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吉林梅花的注册资本将由5亿元增加至10亿元。增资完成后吉林梅

花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项投资属董事会决策范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理财投资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购买理财产品，

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上述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有

限合伙等机构发行的投资理财产品，购买国债、国开债、农发债等信用债券，购买发债主体评级

或债项评级为已取得国内AA级及以上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等利率债券以及其它一行三会、

国务院及地方金融办认定的工具或产品。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以一年期以内的短期投资品种

为主，预计上述产品的年化收益率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总监负责指导财

务部门具体操作，操作方案报主管副总和总经理审批后实施。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开展的理财投资业务受审计部、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能够

有效地控制相应的风险，确保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公司闲置自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的投资收益。

该项投资属董事会决策范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理财投资的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确保在满

足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

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的投资收益。公司开展的理财投资业务受审计部、风险管

理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能够有效地控制相应的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理财投资的意见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