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66� � � �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7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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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359,117.34 950,378,315.38 61.45%

营业利润 181,858,800.38 73,559,786.67 147.23%

利润总额 183,516,633.22 80,947,762.64 12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066,290.32 76,541,837.87 10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21 8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1% 7.66% 1.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435,482,927.48 1,866,063,531.71 8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90,501,707.00 1,016,225,846.79 86.03%

股 本 421,754,014.00 183,009,301.00 13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48 2.78 61.15%

注：①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因报告期内实施了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上年基本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2017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53,435.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45%；

营业利润18,185.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23%；利润总额18,351.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06.6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90%；基本每股收

益0.3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9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9.61%，比上年同期增长1.95个百分

点。

2、财务状况

2017年度，财务状况良好。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43,548.29万元，比期初增长8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9,050.17万元，比期初增长86.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为4.48元，比期初增长61.15%。

3、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等指标同比增幅均超

过30%，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产品结构向中高端调整以及前装新项目陆续供货，使公司业绩

有所提升；（2）公司并购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从二季度开始合

并财务报表，使公司业绩有所提升；（3）公司并购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从四季度开始合并财

务报表，使公司业绩有所提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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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为90%至

13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4,542.94万元至17,604.61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606.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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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8-025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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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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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9,732,110.24 8,563,996,968.87 77.95%

营业利润 2,581,129,102.91 1,566,368,989.56 64.78%

利润总额 2,620,684,477.20 1,637,344,624.20 6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1,022,822.96 1,295,350,567.58 68.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1 0.51 5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2% 18.13% 3.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094,323,565.63 24,010,502,433.20 4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315,790,423.31 9,190,103,932.36 23.13%

股 本 2,682,778,484.00 2,677,360,406.00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22 3.43 23.03%

注：1、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2、因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上年同期及本报告期期初为追溯调整后的数据。

3、2017年12月底，公司收到三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入的出资款14,381,587.44元，其中

新增实收资本（股本）1,623,204.00元，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2,682,778,484.00元，并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2128号验资报告，截至2018年1月10日，公

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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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对PPP模式的大力推进，公司充分利用在PPP领域的先发优势，中标项目的数量

和金额都有较大提升。 同时，公司迅速推进已中标PPP项目的落地，PPP项目收入较上年大幅

增长。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2.40亿元，同比增长77.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1亿元，同比增长68.37%。

2、上表中变动30%以上项目说明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加77.95%， 营业利润较上年增加64.78%， 利润总额较上年增加

60.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68.37%，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PPP业务的顺

利推进，业务规模不断扩张，报告期内公司工程建设项目收入有所增加，相应的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增加。

公司各项资产状况良好，由于PPP订单落地项目不断增加，对PPP项目公司出资增加，总

资产较年初增加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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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巧女、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舒、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福梁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55� � � � �证券简称：东方新星 公告编号：2018-002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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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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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176,622.73 178,357,925.41 108.67

营业利润 29,819,884.67 1,339,408.92 2126.35

利润总额 30,372,540.13 4,645,153.84 55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552,948.43 4,604,646.79 237.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15 0.05 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0.91% 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875,641,570.35 690,574,541.26 2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3,768,735.11 509,403,722.12 2.82

股本 101,340,000.00 101,34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17 5.03 2.78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72,176,622.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67%；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利润29,819,884.6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26.35%；利润总额30,372,540.13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553.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52,948.4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7.77%；基

本每股收益0.1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0%。 上述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为：2017年度公司除进一

步开拓母公司的市场外，收购了天津中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增加了设计业务，同时成立了新

疆东方新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增加了公路施工业务，以及成立的文莱子公司在2017年度的业

绩有所显现。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8.67%；主要原因为母公司的市场开拓、收购天津中德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及开拓西北市场及海外市场所致。

（2）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126.35%；主要原因为收购天津中德、成立新疆子公司及海

外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盈利能力。

（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53.85%；主要原因为收购天津中德、成立新疆子公司及海

外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盈利能力。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37.77%；主要原因为收购天津中德、

成立新疆子公司及海外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盈利能力。

（5）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00%。主要原因为收购天津中德、成立新疆子公司及海

外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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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17�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18-13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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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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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822,526.89 1,496,767,853.97 -20.51%

营业利润 29,970,516.18 68,809,186.62 -56.44%

利润总额 41,585,230.87 97,140,855.81 -5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44,682.79 81,711,620.60 -54.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66 0.2359 -5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9.53% 下降5点5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50,111,342.28 1,590,050,860.96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40,897,892.54 911,353,940.85 3.24%

股 本 346,416,336.00 346,416,336.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7161 2.6308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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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9,822,526.89元、营业利润29,970,516.18元、利润总额41,

585,230.87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944,682.79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0.51%、

56.44%、57.19%、54.79%,主要原因为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导致产品单价下降，收入同比下

降。 与此同时，毛利率也相应同比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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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8-007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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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7日，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资源” ）接到控股股东浙江

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环洲” ，浙江环洲直接持有中捷资源 120,

000,000�股股份，占中捷资源总股本的 17.4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通知：

浙江环洲对质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30,000,000股中捷资源股份（具体情况详见中

捷资源于2018年1月22日披露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进行了延期购回申请，购回交易日延期至2018年8月28日，前述

股份的延期购回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一、浙江环洲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浙江中捷

环洲供应

链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是 3,000 2016年6月30日

2018年8月28

日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5.00%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 3,000 - - - 25.00% -

此外，浙江环洲于2016�年12�月15�日将所持40,000,000�股中捷资源股份（占中捷资源总

股本的5.82%，占浙江环洲持有中捷资源股份的33.33%）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

始交易日为2016�年12�月15�日，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12�月15�日，具体情况详见中捷资源于

2016年12月17日披露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13）。目前，该笔40,000,000�股中捷资源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浙江环洲正在同质权人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延期购回交易事项进行洽谈， 浙江环洲将根据前述股份质押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遵守公司

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浙江环洲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环洲直接持有中捷资源120,000,000� 股股份，占中捷资源总股本

的17.45%，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浙江环洲累计质押中捷资源股份 120,000,000股，占中捷

资源总股本的 17.45%，占浙江环洲持有中捷资源总股本的100.00%。

三、其他说明

目前，浙江环洲持有的中捷资源120,000,000股股份仍处于冻结状态，具体情况详见中捷资

源于2017年11月20日披露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69），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05� � � � �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18－007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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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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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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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245,934.96 600,734,208.89 26.39%

营业利润 30,257,658.52 11,590,617.26 161.05%

利润总额 37,752,517.08 11,734,392.91 22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79,179.34 13,328,630.99 1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67 0.1148 1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47% 0.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30,864,261.93 2,145,083,086.09 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31,588,101.02 915,708,921.68 1.73%

股本 116,152,018.00 116,152,01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02 7.8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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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59,245,934.9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6.39%；实现营业

利润 30,257,658.52元，利润总额 37,752,517.0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879,

179.34元，基本每股收益0.1367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61.05%、221.73%、19.14%和

19.08%。 本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为：

1、受益于水利改革“十三五” 规划出台，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提速，报告期公司履行

合同订单量增加，导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26.39%。

2、报告期内，公司在持续发展传统产业PCCP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调整转型，创新发

展的战略目标，积极参与以PPP模式为主的新业务，部分新业务的实施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收入，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530,864,261.9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931,588,101.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8.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8%，主要因为收入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月31日发布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预

计公司2017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0万元至21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上述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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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

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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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8-009

物产中大八届十七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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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24日以书面、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

董事11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中大元通实业公司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新加坡公司的公告” ]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8-010

物产中大关于全资子公司

设立新加坡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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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瑞克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500万美元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设立新加坡公司需经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

施；新加坡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着经营风险及当地政策和法律等外部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了提升公司现有国际贸易业务的盈利能力及竞争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大元通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实业” ）拟在新加坡设立瑞克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 新加坡公司注册资本500万美元，由元通实

业以自有资金全额出资。

（二）公司审议情况

根据浙江省国资委《浙江省省属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批准。 2018年2月27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八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中大元通实业公司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11名董事一致通过

了本次议案。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浙江中大元通实业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三）注册地址：杭州市中大广场1号楼10楼；

（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51318043B；

（五）注册资本：44,500万人民币；

（六）法定代表人：张力；

（七）成立日期：2012年7月26日；

（八）控股股东：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主营业务：电线电缆、汽车、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等产品的销售及售后，进出口，实业

投资；

（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326,357万元，营业收入1,032,121万元；2017年

1-9月，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66,88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4,857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瑞克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三）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四）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元通实业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100%；

（五）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大宗商品交易（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六）董事会、管理层相关情况：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总经理及财务经理均由元通实业

委派。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设立新加坡公司，有望利用新加坡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进一

步提升元通实业现有不锈钢、平行进口车、铜及线缆等国际贸易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设立新加坡公司需经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 新加坡公司实

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着经营风险及当地政策和法律等外部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8—008

物产中大关于2018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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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七届十七次董事会，2015年11月16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内容

详见2015年10月30日和2015年11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临时公告。

2016年3月10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SCP44号），

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15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2018年2月26日，公司发行了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8物产中大SCP001

代码 011800269 期限 90天

起息日 2018年2月27日 兑付日 2018年5月28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利率 5.04%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83� � � � �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18-008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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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星沙开元西路一号老百姓大药房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4,974,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 董事

长谢子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长谢子龙先生及董事莫昆庭先生、Amit� Kakar先生、

Bjarne� Mumm先生），董事武滨先生、王黎女士以及独立董事欧阳长恩先生、徐家耀先生、杨

海余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正晖女士、周霞光先生），张浩文先生因公务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冯砚祖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974,220 99.99 300 0.01 0 0

2、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974,220 99.99 300 0.0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授权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974,220 99.99 300 0.01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谢子龙 204,974,220 99.99 是

4.02 MOK�Kwan�Ting,Martin（莫昆庭） 204,974,220 99.99 是

4.03 Bjarne�Mumm 204,974,220 99.99 是

4.04 Amit�Kakar 204,974,220 99.99 是

4.05 王黎 204,974,220 99.99 是

4.06 武滨 204,974,220 99.99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黄伟德 204,974,220 99.99 是

5.02 单喆慜 204,974,220 99.99 是

5.03 周京 204,974,220 99.99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王呈祥 204,974,220 99.99 是

6.02 饶浩 204,974,220 99.9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

项及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4.01 谢子龙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4.02

MOK�Kwan�Ting,Martin（莫昆

庭）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4.03 Bjarne�Mumm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4.04 Amit�Kakar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4.05 王黎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4.06 武滨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5.01 黄伟德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5.02 单喆慜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5.03 周京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6.01 王呈祥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6.02 饶浩 4,152,195 99.99 300 0.01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2、4、5、6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本次会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羽、林书妮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