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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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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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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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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报告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572,700,863.13 2,533,087,332.39 1.56%

营业利润 27,492,643.09 123,606,133.32 -77.76%

利润总额 85,126,203.40 123,660,655.43 -3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450,184.73 91,036,831.79 -19.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3 0.1268 -19.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0% 6.41% -1.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85,243,858.76 2,807,605,210.61 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95,549,700.85 1,444,845,802.11 3.51%

股本 718,146,000.00 718,14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8 2.01 3.48%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公司“上年同期” 基本每股收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2,572,700,863.13元，较上年增长1.56%；全年实现营

业利润27,492,643.09元， 较上年下降77.7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450,184.73

元,较上年下降19.32%。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受市场竞争加剧及铜、铝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产品综合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导致公司 2017�年度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2、2017年度公司计提坏账准备较去年增加；

3、2016年7月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江苏扬动电气有限公司55%股权，2017年度江苏扬动电

气有限公司业绩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3,085,243,858.7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8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95,549,700.8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5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20%至3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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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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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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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1,035,44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50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1,035,443股新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81,035,443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3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登记证明。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期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

计上市流通时间2018年3月5日（2018年3月3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为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 ）、湛江

广旭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湛江广旭源” ）、颜秉伦、黄晓军、王建丽、乔通。上

述持有人承诺其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止公告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因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冠豪高新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

股票限售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之日，冠豪高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1,035,443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5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中国纸业 34,682,080 2.73% 34,682,080 0

2 颜秉伦 10,428,000 0.82% 10,428,000 0

3 黄晓军 10,428,000 0.82% 10,428,000 0

4 王建丽 10,428,000 0.82% 10,428,000 0

5 乔通 10,046,242 0.79% 10,046,242 0

6 湛江广旭源 5,023,121 0.40% 5,023,121 0

合计 81,035,443 6.37% 81,035,443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上市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上市后数量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有法人持股 34,682,080 -34,682,080 0

2、其他 46,353,363 -46,353,363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81,035,443 -81,035,443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A股 1,190,280,000 81,035,443 1,271,315,44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1,190,280,000 81,035,443 1,271,315,443

三、股份总数 1,271,315,443 0 1,271,315,443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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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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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2月

27日上午9: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2月17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

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鉴于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已将5,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

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结合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同意公司再次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以

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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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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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2月

27日上午10: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2月17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监

事。会议应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江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再次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不超过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8-001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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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7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重机” 或“公司” ）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

“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的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2018年2月26日，公司已将5,000万元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结合公司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继续

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中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995号文核准，林州重机以非公开方式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82,444,444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50�元，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1,112,999,

994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89,457,83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6

月29日到位，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兴华” )审验，并出具了

[2015]京会兴验字第03010017号《验资报告》。

序号 银行名称 存款金额（元） 专用账户账号 资金分类

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

支行

987,547,834.00 7012112001010000363

油气田工程技术

服务项目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州支行

101,910,000.00 41001540210050213472

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

程项目

合计 1,089,457,834.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投入资金总

额之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对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2015年11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实施《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

目》的募集资金分别用于实施“商业保理项目” 和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商业保理

项目拟投资不超过51,000万元，剩余的47,754.78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用于永久性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林州重机 商业保理项目 51,000.00

林州重机 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10,191.00

林州重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7,754.78

合计 108,945.78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商业保理项目的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47,754.78万元及专户所产生的

全部利息收入已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机器人项目已累计投入5,207.13万元（不含利

息和手续费），尚有5,003.09万元（含利息）未投入使用。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2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需求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的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2、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情况

2018年2月26日，公司已将5,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万元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三、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结合公司募集资

金实际使用情况，公司拟再次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不超过5,000万元

（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4.59%） 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1）降低财务费用：本次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算，预计年化可节约财务费用217.5万元；

（2）可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提高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资金。

1、本次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

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2、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人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本次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因此，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工业机器人产业化（一期）工程项目” 中不超过5,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林州重机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并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经过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林州重机使用募集资金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8-0012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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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后)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68,051,261.33 1,450,908,737.47 14.966%

营业利润 14,736,834.19 -15,474,567.34 -

利润总额 29,800,925.04 -2,338,253.4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71,203.09 -3,960,118.59 -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6 -0.00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3% -0.135% 1.2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重述后)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878,093,800.87 7,609,337,654.32 3.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22,333,318.88 3,208,600,518.37 -8.922%

股本 801,683,074.00 801,683,074.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645 4.002 -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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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8,051,261.3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4.966%；实现营业

利润14,736,834.19元，实现利润总额29,800,925.04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871,

203.09元。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14.966%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煤炭行业的好转，公司订单量

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提升导致公司毛利增加。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878,093,800.87元，同比增长3.5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2,922,333,318.88元，同比降低8.9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645

元，同比降低8.92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7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500万元至5200万元。经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87.12万元，与业绩

预告中预计的业绩存在差异。 针对该差异公司及时对2017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2018年1

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004）。差异原因主要是：

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为更好的开拓市场， 在报告期内进行了设备

的升级改造，致使报告期内的公司总体产量和营业收入减少；二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盈信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因受政策影响，同时融资成本增加，致使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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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22� �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8-018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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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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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85,675.75 538,793,260.45 17.87%

营业利润 46,493,017.66 11,1012,304.93 -58.12%

利润总额 47,464,724.85 113,543,564.56 -5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304,882.08 103,395,241.38 -3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12 -33.33%

净资产收益率 4.22% 7.41% -3.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33,158,336.62 2,085,223,171.06 4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15,424,490.48 1,450,480,813.98 25.16%

总股本 905,779,387 883,282,200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00 1.64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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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2、 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共计实现营业总收入63,508.57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7.87%；实现营业利润4,649.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8.12%；实现利润总额4,746.4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8.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30.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了31.04%。其主要原因为：（1）随着公司对主营业务POF聚烯烃收缩膜产品进一步加大市场

开拓和客户拓展力度，以及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带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2）2017年

度前三季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均处于项目建设期，未产生营业收入，该公司于10

月底进入部分试生产阶段，但刚投产阶段因设备磨合等多种因素带来的成本费用增加；以及

随着其人员前期均已陆续到位， 因此较去年同比人员大幅增加带来的合并报表工资福利费

用及管理费用等大幅增加，前述综合因素给合并报表带来较大幅度的利润下降。

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了4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

长了25.16%、总股本增长了2.55%，主要是由于：（1）公司于2017年4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 募集资金净额约3.9亿元分别计入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的增长；（2）因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的生产经营等各方面的需要，增加了银

行借款融资导致总资产同比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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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至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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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18-007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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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7,512,528.92 3,320,476,689.57 64.36

营业利润 590,469,229.22 383,746,414.14 53.87

利润总额 583,736,341.89 560,859,687.55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951,492.98 484,430,415.83 -1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37 -1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6 7.50 -1.8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480,419,704.99 10,413,942,385.19 2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59,050,463.28 7,061,438,697.85 9.88

股???�本 1,388,693,628.00 1,315,484,994.00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9 5.37 4.10

注：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及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4.36%与53.8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059.2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1.32%。

上述经营成果主要系业务拓展、销售规模扩大，教育、智慧城市、消费者等业务增长所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1.66%，主要系2016年公司收购安徽讯飞皆成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所致。同时，面对人工智能的战略机会窗口期，公司持续加

大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生态体系构建的投入，持续加

大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司法、智慧城市等重点赛道的市场布局投入，费用成本对应增加，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期税后利润增幅，但对公司提升产业领导者地位，保障未来可持续发展

和长期盈利能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健康发展，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545,

751.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36%；实现毛利281,065.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7.55%；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059.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32%。

2017年，公司坚持“顶天立地” 的产业发展战略，核心技术始终保持国际领先，在人工智

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摘取了七项国际第一，“平台+赛道” 的人工智能战略成果不断显现：

平台方面，截止本报告期末，讯飞开放平台覆盖国内60%以上的AI开发者团队，合作伙伴

达51.8万（同比增长102%），应用总数达40万（同比增长88%），平台总用户数（终端设备数）

达17.6亿（同比增长93%）；

赛道方面，在教育、司法、医疗、智慧城市等重点行业的各条赛道上，实现净利润总额较

上年同期增长逾60%，形成了广大用户可实实在在感知的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2017年，公司圆满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抢占国际领先制高点、同

时保持活跃用户数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和毛利快速增长”的三大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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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

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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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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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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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3,446,140.42 2,844,120,347.65 54.12%

营业利润 1,738,815,364.68 568,675,840.60 205.77%

利润总额 1,735,135,132.28 534,422,311.40 22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7,876,316.53 464,365,096.17 21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97 0.62 21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4 22.13 24.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064,245,159.61 3,808,742,104.22 11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71,698,839.91 2,488,288,427.38 63.63%

股本 741,771,379.00 752,695,526.00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49 3.31 66.04%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总收入438,344.61万元， 同比增长 54.12%，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利润

173,881.54万元，同比增长205.77%，实现利润总额173,513.51万元，同比增长224.67%� ，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5,787.63万元，同比增长213.95%，本期业绩增长主要原因如

下：

①、RIM锂辉石矿本年度开始出矿，公司原材料得以保障；

②、由于下游锂电池市场需求旺盛，带动上游的电池材料行业快速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806,424.52万元，较年初增长111.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407,169.88万元，较年初增长63.63%，股本741,771,379股，较年初下降1.4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49元，较年初增长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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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85%

-23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同比增长213.95%，在业绩预计区间内，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对2016年资

产处置收益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整前后对比如下：

项目

2016年

调整前（元） 调整后（元）

资产处置收益 - -7,268,509.77

营业利润 575,944,350.37 568,675,840.60

营业外收入 15,967,770.39 15,964,828.80

营业外支出 57,489,809.36 50,218,358.00

利润总额 534,422,311.40 534,422,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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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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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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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四川升达林业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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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632,629.22 1,555,401,032.78 -24.61%

营业利润 85,874,750.04 153,537,968.34 -44.07%

利润总额 129,880,982.31 120,564,624.99 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69,805.95 71,382,701.93 -80.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8 0.101 -8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5.40% -4.5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39,930,410.09 3,696,634,807.92 -2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69,800,555.24 1,664,810,512.78 0.30%

股 本 752,328,267 752,328,26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220 2.213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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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7,263.26万元，同比下降24.61%；营业利润8,587.48万

元，同比下降44.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6.98万元，同比下降80.71%，主要原因

是：

1、2016年出售家居及森林相关资产和负债后，林业板块相关收入、成本及费用下降；

2、2016年度公司向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家居及森林相关的资

产和负债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使2016年投资收益增加，本报告期没有此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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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7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56.91万

元至2,498.39万元”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江昌政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向中华先生、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江昌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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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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