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40� � �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18-010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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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836,191 222,737,743 204.32

营业利润 169,902,930 95,441,739 78.02

利润总额 173,267,191 97,811,450 7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276,352 84,611,324 2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55 0.3364 -1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2% 4.98% -0.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95,606,141 4,692,117,530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13,520,921 2,314,690,212 4.27

股本 372,282,154 372,282,154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48 6.22 4.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在公司经营层的领导下，在全体职工的辛勤工作下，公司以提升管理为着

力点，紧密围绕董事会下达的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突出“十项工作” 的总体要求，围绕

“五着力·五提升” 工作总方针，砥砺奋进，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2017年度公司完成营业总收入67,78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204.32%；2017年度公

司营业利润为16,9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8.02%；利润总额为17,32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77.14%；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61%。主要是2016年12月公司完成了对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集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龙集公司由公司的参股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 合并过程确认投资收益

4313万元；同时，2017年公司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品装卸、仓储业务板块较上年同期

增长。

由于2016年12月公司完成了对龙集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向南京港（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龙集公司资产，向4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股本由原来的245,872,000股变为372,282,154

股。2017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5.13%。

2017年度公司总资产为469,5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241,3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为6.4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18%。2017年度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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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披露的《南京港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7-049） 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中预计的

业绩范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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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67� � �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2018-001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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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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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9,616,136.07 3,680,969,790.07 45.60

营业利润 739,017,427.74 254,017,177.81 190.93

利润总额 809,980,860.95 342,640,107.77 13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629,881.79 318,829,144.80 10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 0.29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1% 10.33% 7.6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315,339,005.77 5,690,456,538.56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858,645,309.48 3,281,950,986.46 17.57

股 本 1,128,451,000.00 1,093,951,000.00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42 3.00 14.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好于去年，受国家环保政策趋严、供给侧改革、淘

汰落后产能等因素综合影响，造纸行业市场有所回暖，行业景气度提升，公司主要产品

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度的上升， 且销售价格的上涨覆盖了销售成本的上升，使

得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有大

幅增长。

2.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指标变动主要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5.60%，主要系受造纸行业景气度提升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情况好于去年同期，原纸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度的上升所致。

2）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90.93%，一方面是由于报告期内的销售量及销售单

价均有增长，同时销售价格的上涨覆盖了销售成本的上涨，使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上升

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根据2017年5月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的规定，将与企业日常经营相关的收益性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科目转列至其他收益

科目所致。

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36.39%，主要是由于受造纸行业景气度提升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好于去年同期，同时主要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覆盖了销售成本的上

涨，使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上升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101.25%，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

增长100%均是由于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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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000万元至70,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初步测算的净利润64,

162.99万元，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所披露的全年业绩预测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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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8-005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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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98,934.98 335,392.21 18.95%

营业利润 18,045.23 24,426.63 -26.12%

利润总额 18,554.82 26,898.69 -3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79.12 21,177.35 -3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30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5.95% -2.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7,220.39 464,721.14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2,493.85 365,777.37 1.84%

股本 70,581.62 70,581.6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28 5.18 1.93%

备注：

（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计

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全球笔记本电脑（Notebook，简称NB）市场整体出货量止滑企稳，全球二

合一笔记本电脑、带有触控功能的笔记本电脑等创新细分NB产品出货量整体保持稳定

增长。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自主开发的单层玻璃金属网格（OGM）结构

的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新产品在全球业内率先批量供应， 进一步丰富了产品

结构，积极抢占了市场有利时机，综合导致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的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大幅增加；此外，经过不断

丰富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公司的TFT-LCD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较去年增加，成功实

现扭亏为盈。上述综合因素均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公司出

口产品销售比例较大，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

不利影响，综合导致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8,934.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95%，主要原

因是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及TFT-LCD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增

加影响所致；实现营业利润18,045.23万元、利润总额18,554.8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4,079.1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6.12%、31.02%、33.52%，主要

原因如下：

（1） 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及TFT-LCD产品销量和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产品销售毛利较上年同期增长；

（2）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贬值，本报告期发生汇兑损失而上年同期为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升值发生汇兑收益，导致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大幅减少。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较报告期初金额增加2,499.25万元、上升

0.54%，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回款后货币资金增加影响所致；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较

为充裕，资产负债率较低，2017年度经营性现金流良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较报告期初增加6,716.48万元、上升1.84%，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影

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27日，公司发布《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7-029），预计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00万元至17,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中净

利润数额在上次业绩预告的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发布本业绩快报前，公司未出现业绩泄漏及股价异动之情形。

五、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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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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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18－005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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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841,984.14 1,602,630,739.42 -49.16

营业利润 135,197,296.68 575,135,399.97 -76.49

利润总额 135,535,649.62 581,343,903.02 -7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517,940.53 442,196,781.88 -6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15 0.5025 -6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17.93% 减少11.7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468,633,526.54 4,467,482,657.22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07,172,945.71 2,687,935,005.18 4.44

股 本 880,000,000 88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19 3.06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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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1,484.20万元，较上年度下降49.16%；实现营

业利润13,519.73万元，较上年度下降76.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51.79万

元，较上年度下降61.89%；公司总资产446,863.35万元，较上年度增长0.0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80,717.29万元，同比增长4.44%。

2.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7年前三季度，国内种子市场玉米种子供大于求的矛盾仍然突出，套牌假冒侵权

及违法经营的种子冲击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国家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减玉米

种植面积，玉米价格在低价位上徘徊，农民购种、种粮积极性不高,玉米种子市场启动缓

慢，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导致种子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进入2017－2018新销售季（2017年第四季度），玉米种子供过于求的局面依然未有

改观，国家继续调减“镰刀弯” 非优势区籽粒玉米种植面积，种子市场上前期审定的玉

米品种较多，且未到播种季节，市场启动缓慢，农民购种积极性不高，存在等待观望情

绪，导致公司2017年度业绩未达到预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2017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15％-65％。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范围之内， 与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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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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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8-010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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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326,880.77 798,906,480.91 16.83%

营业利润 107,177,019.53 177,332,517.13 -39.56%

利润总额 108,529,672.81 181,004,231.71 -4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63,866.60 149,987,651.76 -5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089,484.34 16,689,969.07 19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24 0.2630 -5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10.10% -5.8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69,694,332.68 1,903,730,202.94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92,443,683.12 1,609,240,897.39 5.17%

股本 579,343,790.00 576,382,117.00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2 2.79 4.6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3,332.69万元，同比增加16.83%；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717.70万元、10,852.97万元和7,046.39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39.56%、40.04%、53.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4,908.95万元，同比增加194.1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扣非前利润指标同比下滑，扣非后的利润指标

同比大幅增加。主要原因：2016年度公司因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而取得10,765.81万

元的投资收益，导致扣非前利润指标的去年同期基数较大，若剔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的

影响，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94.13%，

公司各项主营业务良好、健康发展。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206,969.43万元，负债合计34,489.95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9,244.37万元，资产负债率16.66%。总资产较上年度期末

增长8.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度期末增长5.17%，公司资产状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发布的

2017年1-12月经营业绩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600

万元~10,000万元，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82.67%~-33.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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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亚妹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廖建中先生、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素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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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13� � � �证券简称：梦百合 公告编号：2018-015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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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自2018年2月9日起至2019年2月8日，累计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后续增持计划存在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 倪张根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股份1,110,

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6%，累计增持金额2,614.72万元，占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52.29%。

2018年2月27日，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倪张根先生的通知， 倪张根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

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

股份暨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拟自

2018年2月9日起至2019年2月8日，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增

持价格区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

二、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后续增持计划存在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2018年2月9日14:00-15:00，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46,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增持金额为325.18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2

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股份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2、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2月27日，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963,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累计增持金额2,289.54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增持时间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万元）

占公司股份总数

（%）

2018年2月14日 集中竞价 162,200 371.86 0.07

2018年2月27日 集中竞价 801,400 1,917.68 0.33

合计 963,600 2,289.54 0.40

综上，截至2018年2月27日，倪张根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10,3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46%，累计增持金额2,614.72万元。

2018年2月27日增持前，倪张根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52,103,22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63.38%。2018年2月27日增持后，倪张根先生共计持有公司152,904,62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63.71%。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倪张根先生累计增持股份11,262,64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9%。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五、倪张根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的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倪张根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45� � �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18-010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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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月20日证监许可[2017]152号《关于核准福建安

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2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401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2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00,591,200.00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60,745,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539,846,200.00元，已于2017年2月16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234号” 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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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制定的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在以下银行

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支行

福建安井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129910100100589566 2017-2-16 555,591,200.00（注1）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兴化支行

泰州安井食品

有限公司

767899991010003004288 2017-3-31 527,085,100.00（注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无锡华顺民生

食品有限公司

8110501012600760889 2017-3-31 12,761,100.00（注2） 活期

注1： 初始存放金额555,591,200.00元为扣除承销商发行费及保荐费45,000,000.00元

后的金额，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5,745,000.00元。

注2：2017年3月31日， 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支行账户 (专户银行帐号：

129910100100589566) 分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兴化支行 （专户银行账号：

76789999101000300428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专户银行账号 ：

8110501012600760889）转入527,085,100.00元、12,761,100.00元。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兴化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明确

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

的履行情况正常。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 银行账号为：

129910100100589566，仅用于泰州安井新建年产16万吨速冻调制食品项目和无锡民生扩

建年产4.5万吨速冻调制食品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2017年3月31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净额539,846,200.00元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支行分别转入泰州安井和无锡民生的募集资金专户。 鉴于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

对其进行销户。销户前，公司已将该账户余额712,266.61元（均为利息收入）全部转入募

投项目实施单位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

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销账户对应的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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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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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 正在筹划涉及对外投资的重大事

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8年 2月1日起停牌。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

日、2018年2月7日披露的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 临2018-006） 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012）。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详见公司2018� 年2月15日披露的《博天环境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16）。

公司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类型

本次交易对手方初步商定为许又志、王霞及王晓，为持有标的资产股权的独立第

三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具体交易方式将根据交

易进展进行调整，尚未最终确定。

（三）标的资产的行业类型

标的资产为高频美特利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

治理。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 审计及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交

易方案所涉及相关事项仍需进行协调、沟通和确认。因此，为确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披露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工作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各项工作。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

股票自 2018�年 3�月 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待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申请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