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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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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57.46 234,483.49 16.19%

营业利润 50,478.84 42,785.36 17.98%

利润总额 50,405.28 46,893.78 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06.31 33,587.38 13.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30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3% 10.83% 0.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55,168.80 610,368.31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47,041.31 324,922.12 6.81%

股本（万股） 110,437.64 110,437.6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14 2.94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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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是中国智能交通的领先企业，主营业务集中于智能交通信息化及相关领域，公司业务

已经覆盖城市、公路、民航、轨道等交通领域，并构建了从核心技术、产品、解决方案、系统集成

到运营的完整产业链。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行业正在走向深度融合，以智慧

感知、机器视觉、人工智能、智慧物联、传输传感等新技术应用为特征的“下一代智慧交通” 整

体解决方案逐步推出，车、路、人、云将实现高度协同一体化，带动整个交通行业的重构与不断

演进。

在新的形势下，公司正积极开展“下一代智慧交通” 的产业布局，拓宽产业链，在智慧感

知、车路协同、智慧物联、无人驾驶等领域继续增强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力争成为“下一代智

慧交通”的引领者。

本报告期，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稳步增长，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16.19%和13.45%，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效。 依托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投入、业

主方交通信息化建设需求加强，公司在高速公路机电工程业务、交通信息化业务、高速公路收

费业务、轨道交通PIS业务等多方面位于市场前列。 在公路交通板块，中标多个大型机电工程项

目；在城市运营板块，推进智慧停车场，布局核心城市和大型园区的智慧停车运营；民航和轨道

交通板块合同额同比持续增长；各板块业务发展势态良好，全面推进进城战略。 公司在发展主

营业务的同时，通过对外股权投资也获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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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

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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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2018-009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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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984,521,582.81 9,232,749,388.88 29.80%

营业利润 3,005,817,621.19 2,267,479,200.06 32.56%

利润总额 3,027,763,506.54 2,302,302,157.51 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7,511,625.88 1,962,907,989.09 2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536,693,069.22 -47,582,840.78 7,532.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 0.60 1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5% 17.32% -2.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34,328,578,400.16 26,425,136,653.63 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8,050,130,802.62 15,581,436,760.34 15.84%

股 本 3,538,622,462.00 3,528,782,028.00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1 4.4 15.9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9.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80%；营业利润30.06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56%� ；利润总额30.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5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74%。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

（1）产销量持续增加

伴随着光学膜二期项目自2017年部分产能开始建成投产，公司光学膜产能进入新一轮增

长周期。 2017年光学膜二期项目实际产销量增加超过1,000万平米，智能显示解决方案出货量

增加。

（2）产品结构持续调整

伴随着公司技术和研发实力的提升，高端新产品种类及销售占比持续增长，且公司与一

线客户合作日益紧密，导入更多种类高端产品并进入联合研发。

（3）深度挖潜，细化经营管理，现金流持续改善

相较于单一注重增长速度，2017年起公司更加注重提升经营质量，深度挖潜、细化经营管

理，且伴随着公司行业地位的稳步提升，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实现显著改善，2017年度实现经营

性现金流35.3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532.71%。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10月25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全文、正文》中

的预测的2017年公司预计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30%-40%，

255,178万元-274,807万元”存在4,427万元差异，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1）公司个别客户因经营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支付拖欠款项，虽然公司已经胜诉，但暂时

无法收回应收账款，公司于当期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投资的新三板上市公司行悦信息（430357），由于该公司面临无法正常经营的

风险，因此公司处置前期投资并确认损失。

上述损失合计减少公司净利润超过5,000万元。

四、备查文件

1、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合并报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天神娱乐 公告编号：2018-018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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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414,995.70 1,674,860,621.67 85.47%

营业利润 1,203,131,897.13 561,869,942.55 114.13%

利润总额 1,318,520,287.02 568,840,835.18 1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4,890,359.15 546,734,115.53 8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5 0.63 8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5% 10.24% 5.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640,896,223.63 7,390,260,222.32 9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20,874,698.07 5,710,188,836.61 59.73%

股本 936,846,900.00 292,086,511.00 22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9.74 19.55 -50.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营业收入3,106,414,995.70元， 较上年增加1,431,554,

374.03元，增长85.47%，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1,203,131,897.13元、利润总额1,318,520,287.0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4,890,359.15元，较上年分别增加641,261,954.58元、749,679,451.84元、468,156,243.62元，增长

幅度分别为114.13%、131.79%、85.63%，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收入增长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为1.15元，较上年增加82.54%，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导致净利润上涨所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5.45%，较上年增加5.21%，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导致净利润上

涨及本期发行股票导致权益上涨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4,640,896,223.63元，较年初增加7,250,636,001.31元，增长98.11%，

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120,874,698.07元，较年初增加3,410,685,861.46

元，增长59.73%，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公司股本为936,846,900，同比增长220.74%，主要因公司于2017年5月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公司定向增发股份及回购股份所致；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9.74元，较年初减少9.81元，减少50.18%，主要系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公司定向增发股份及回购股

份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90,000万元至112,500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64.61%至105.77%，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与前次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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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8-10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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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内部审计总部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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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27.31 45,135.65 15.93

营业利润[注1] 5,151.23 -751.70 785.28

利润总额 5,616.94 -414.78 145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53 -5,394.03 10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39 11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6.11 6.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7,173.88 257,439.35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2,554.49 82,267.13 0.35

股本 13,866.67 13,866.6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95 5.93 0.34

注1：公司2016年度报告披露的营业利润为-753.29万元。 2017年度，公司执行新颁布的会计准则要求，

对利润表中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按同口径追溯调整了上年同期数据。

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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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约5,9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主要

原因包括：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52,3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6%，而营业成本相对增幅较小，因此，

公司本年度主营业务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主要为公司贵州梵净山、海南索道、浙江千岛湖、广州白云

山项目业绩增长较为突出；华山、珠海、庐山项目业绩平稳增长；咸丰、崇阳项目实现一定程度的减亏。

2、报告期，公司转让所持子公司股权实现投资收益，收回年限较长的其他应收款及相应违约金并转回

坏账损失，以上事项对年度业绩产生了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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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所预计的范围内，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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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总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旗下部分基金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于2018年3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参

加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3940 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180012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费率优惠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南京银行定投签约并申购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合法个人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

南京银行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四、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南京银行进行基金定投签约， 凡在活动期间成功发起上述基金的定投申购业

务，给予6折优惠费率；具体折扣费率以南京银行活动公告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南京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

规则及流程以南京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 胡升荣

客服电话 95302 网址 www.njcb.com.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

1、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2、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26� � � �证券简称：科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5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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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徐金根先生，董事、总经理瞿李平先生，董

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向雪梅女士，董事、副总经理李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吴惠明先生

（以下简称“增持主体” ），拟自2017年12月26日起的3个月内，以不超过人民币50元/股的价格，通过二级市

场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A股股票80-1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7%-0.34%）。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8年2月27日，本次增持主体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合计增持公司A股股票8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数量区间下限的110.00%。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徐金根先生，董事、总经理瞿李平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向雪梅女士，董事、副总经理李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吴惠明先生，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

可、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的认同，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趋同，切实维护中

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拟自2017年12月26日起的3个月内，以不超过人民币50元/股的价格，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A股股票80-1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7%-0.34%）。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7）以及2018年1月17日披露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18年2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徐金根先生，董事、总经理瞿李平先生，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向雪梅女士，董事、副总经理李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吴惠明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A股股票8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已达到本次增

持计划数量区间下限的110.00%。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增持前 增持前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数量

（股）

本次增持金额（元） 目前持股数量（股） 目前持股比例

徐金根 109,744,201 36.9662% 475,600 11,502,272.12 110,219,801 37.13%

李 进 2,315,491 0.7800% 81,800 1,935,766.40 2,397,291 0.81%

向雪梅 2,308,580 0.7776% 69,400 1,702,712.48 2,377,980 0.80%

瞿李平 1,845,106 0.6215% 163,000 3,976,497.00 2,008,106 0.68%

吴惠明 1,766,662 0.5951% 90,200 2,435,234.00 1,856,862 0.63%

合计 117,980,040 39.7404% 880,000 21,552,482.00 118,860,040 40.04%

注：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为294,933,380股。 截至目前，公司已

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工作，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96,876,800股。 其中，授予李进先生

16,391股，授予向雪梅女士16,647股，授予瞿李平先生12,146股，授予吴惠明先生13,662股。

三、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主体的增持行为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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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增持主体的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实施完毕之后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四、律师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增持人徐金根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

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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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0�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1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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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72号大冲商务中心D座2102，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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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56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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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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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为钢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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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诺德租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林支行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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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87,306 97.1290 3,576,100 2.871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诺德租赁拟向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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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87,306 97.1290 3,576,100 2.871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电子拟向吉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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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67,806 97.7556 2,795,600 2.244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吉林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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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67,906 97.7557 2,795,500 2.244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百嘉达拟向拟向吉林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

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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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60,406 97.7497 2,803,000 2.250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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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39,406 97.7328 2,775,400 2.2281 48,600 0.039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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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60,406 97.7497 2,795,500 2.2442 7,500 0.006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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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90,706 97.7740 2,772,700 2.226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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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60,406 97.7497 2,803,000 2.2503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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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

17,631,632 86.1945 2,775,400 13.5679 48,600 0.23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5、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东、冯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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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林汝捷先生通知，获

悉林汝捷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林汝捷 是 792

2017年2月27

日

2018年2月26日

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39%

合计 - 792 - - - 4.39%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林汝捷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票18,033.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75%，经

本次解除质押后，林汝捷先生累计质押股份15,241.2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84.52%，占

公司总股本的22.61%。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0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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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议案情况，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2�月 27�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 2�月 26�日～ 2�月 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 2�月 27�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开始时间 2018�年 2�月 26�日下午 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8�年 2�月 27�日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林长龙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8�年 2�月 22�日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0,790,7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5679%。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88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987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910,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802％。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6�人，代表股份 28,48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26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7,910,7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

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魏德强先生、林长龙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7,91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7,910,7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

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魏德强先生、林长龙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7,91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审议并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8�年～2020�年）》

表决结果为：赞成 30,583,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3254%；反对 0�

股；弃权 207,7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7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28,27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09％；反对 0�股；弃权 20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91%。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王维律师、 沈晓彤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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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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38.97 81,112.83 22.47%

营业利润 1,136.11 2,604.84 -56.38%

利润总额 1,078.38 3,107.57 -6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3.13 3,305.40 -6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1 0.05 -65.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1.53% -1.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9,971.65 332,937.53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8,713.93 227,374.70 0.59%

股本 67,407.28 67,407.2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39 3.37 0.59%

注：表内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1）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9,338.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47%，实现营业利

润1,136.11万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3.13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56.38%、

65.11%。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49,971.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228,713.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59%。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公司在报告期内不断推进新产品， 加强渠道建设，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以及合并四

川佳运致营业收入增长。

（2）公司在报告期内因研发支出持续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销售拓展费用增加以

及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致成本费用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1,100万元至1,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53.13万元， 符合前次

披露的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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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