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85� � �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8-009

江苏双星彩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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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058,770,619.60 2,552,739,886.66 19.82%

营业利润

68,359,952.67 124,566,453.37 -45.12%

利润总额

96,071,226.66 152,676,791.54 -3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22,068.73 133,022,735.34 -4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15 -5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08% 2.62% -1.54%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元）

8,915,266,835.47 6,687,825,837.86 3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94,447,077.18 5,346,807,252.26 38.30%

股本

1,156,278,085.00 717,327,642.00 6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40 7.45 -14.09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5,877.06万元，较上年增长19.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7,412.2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4.28%。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5.12%，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37.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4.28%，主要原因：计提商誉减值导致业绩减少。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91,526.68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3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739,444.71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38.30%，主要原因为系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及报告期实现

利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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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月披露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报告中预计2017年业

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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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18� � � �证券简称：华信国际 公告编号：2018-009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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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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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6,820,661,717.45 19,027,657,338.90 -11.60%

营业利润

612,079,705.64 549,064,634.10 11.48%

利润总额

630,158,593.46 562,657,316.86 1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699,335.05 368,039,305.73 21.10%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5% 12.03% 1.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045,003,648.32 9,884,432,326.17 -2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20,706,001.51 3,160,770,024.19 11.39%

股本

2,277,827,422.00 2,277,827,42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55 1.38 12.3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82,066.1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60%，实现营业利润61,207.9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48%，实现利润总额63,015.8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69.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10%，基本每股收益0.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00%。 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公

司业绩仍然实现增长，其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下降，主要系全资孙公司华信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受多方因素影响致

转口贸易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5.52%，但其毛利率较低，对公司整体利润影响有限；

（2）公司报告期内保理业务收入比去年增加19.32%，因其毛利率较高，对公司净利润增长贡献较大；

（3）公司报告期内因全资子公司华信天然气（上海）有限公司出售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19.67%股

份，本报告期不再确认上述股权所对应的投资损失。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较年初减少28.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增

长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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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的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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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18-010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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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419,180,161.66 3,157,920,061.70 8.27%

营业利润

163,152,071.23 308,759,646.02 -47.16%

利润总额

207,441,873.95 332,863,833.93 -3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080,717.04 277,942,106.94 -37.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4 1.03 -3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4% 14.09%

减少

6.1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3,854,065,994.68 3,438,955,371.74 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264,516,963.84 2,123,237,778.79 6.65%

股本

270,849,978.00 270,000,000.00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36 7.86 6.36%

注：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41,918.02万元，实现营业利润16,315.21万元，实现净利润17,408.07万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8.27%，下降47.16%，下降37.68%。

报告期内，中国汽车行业保持稳定增长，公司主营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受公司主要上游

原材料石化产品价格上涨影响，致使公司主要产品成本增加，对公司利润情况带来冲击。

2017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总额385,406.60万元，较期初增加1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226,451.70万元，较期初增加6.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36元，较期初增加

6.3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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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18-01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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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 、“公司” ）与上海昕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昕财” 、“乙方” ）、李莎（以下简称“丙方” ）拟共同出资设立上海高观达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整，其中

普利特出资102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1%；上海昕财出资780万元整，占注册资本总额的39%；李莎出资

200万元整，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0%。 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与上海昕财、李莎就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签署

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昕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李莎关于上海高观达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拟）之合资协议书》。

2、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会议，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根据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合作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协议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乙方

公司名称 上海昕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05765868X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佳

注册资本

500

万元整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长塔路

1000

弄

1

号

283

室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网络

工程，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会务服务，会展服务，碳纤维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一类

医疗器械、陶瓷制品、橡塑制品、食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照明设备、机械

设备、环保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及配件、木材、汽车零配件、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工艺礼品、日用百货、矿产品（除专控）、绝热材料、建筑材料（除

危险品）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钱佳

40%

屠文韬

30%

张保卫

30%

是否属于关联企业 否

2、丙方

姓名 李莎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822198504******

住所 四川省青川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上海高观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合资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整，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 51%

2

上海昕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80.00 39%

3

李莎

200.00 10%

合计

2000.00 100%

3、经营范围：

新材料、化工材料、高分子材料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咨询，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产和销售新材料、高分子材料、汽车配件、机电设备、环保设备、针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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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为准）

四、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气凝胶复合材料及其应用产业， 主要聚焦生产和销售气凝胶复合材料终端产品、

以及生产和销售玻纤复合材料用于气凝胶复合材料的基材。 具体包括：

（1）生产和销售气凝胶复合材料终端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组防火绝热材料、石油石化绝热

保温材料、冷库冷链运输绝热保温材料等；

（2）生产和销售气凝胶复合材料基材；

（3）其他新材料产品。

2、出资缴付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整，各方以现金方式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出资。 普利特将现金出资1020万

元；乙方将分期出资，首期实缴30%，现金出资234万元，其余以利润分红缴纳；丙方将分期出资，首期实缴

30%，现金出资60万元，其余以利润分红缴纳。

3、合资公司的筹备

合资协议签署后，各方应积极配合，落实签署相关协议文本、合资公司核名及章程起草等工作，完成合

资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的工商登记备案、合资公司筹建等工作。 各方应确保将合资协议约定的有关重要内

容纳入合资公司的章程。

4、合资公司的管理体系

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构成，其中普利特委派3名董事，乙丙方各委派1名董

事，董事长由普利特委派董事出任；；

合资公司设监事1名，由乙方推荐；

合资公司总经理由乙方或由具体负责主要经营的股东方推荐，董事会任命；

合资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开展，合资公司财务总监由普利特委派。

乙方、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与合资公司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或在与构成同业竞争的实

体中拥有权益。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意义

气凝胶是一种内部网络结构充满气体，外表呈现固体状密度极低的多孔材料，目前最轻的固体材料。它

的熔点高、低导热性和低折射率，等诸多优异性能，应用范围涵盖了科研、工业领域，在石油石化输热管道方

面，气凝胶材料可以减少热量散失；在国防、航空航天、航海领域，气凝胶可作为机舱的绝热层材料，更轻的

质量、更小的体积达到更好的隔热效果；还可用于生活日用的多种场所，如建筑隔热、衣物保暖、冰箱隔热、

管道保温等。 同时，在环保领域，可广泛应用于废水处理、空气净化和核废弃物处理等。 还可用于储氢材料、

电化学及电子等其他领域，具有巨大的军民两用应用价值。

国家在“十三五” 的纲要中提出实施全民节能计划的发展目标，大力开发、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 气凝

胶材料是作为绝热材料的首选，在节能减排上有明显的优势，其产业发展将会受到积极影响。 同时2014年和

2015年，国家发改委连续两年已经将气凝胶材料列为《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为气凝胶产业发

展铺垫良好的路线。

公司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引入合作方的成熟技术与市场等业务资源，与公司资本市场优势相结合，以

气凝胶材料布局公司新材料领域的发展。 由于气凝胶材料的优异性能，该材料将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发挥巨

大作用，符合公司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战略发展方向。

同时对公司发展和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是公司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战略部署，为公司的长远发展作出的决策。

六、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开展业务属于初创阶段，后续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公司

将利用管理经验和自身优势，提升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使此次投资项目顺利实施。

七、备查文件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昕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李莎关于上海高观达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拟）之合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8-012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送达、

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全资子公司出售其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8-013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终止全资子公司出售其参股

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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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终止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文化有限

公司（Hong� Kong� Meisheng� Cultural�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美盛” ）向杭州黄泽彧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黄泽彧懿” ）出售其持有的Kascend� Holding� Inc.6.1684%股权。

2、本次终止出售股权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终止出售股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出售其参股公

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与黄泽彧懿在杭州签署协议， 拟向黄泽彧懿转让其持有的

Kascend� Holding� Inc.6.1684%股权。 根据协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为1,850.5万美元（即12,196.59万

元）。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出售其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77）。

二、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紧密围绕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开发IP衍生品产业相关业务。 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国内IP衍生

品龙头企业地位的基础上，重点开拓上下游业务，完善产业链，在文化产业链包括动漫、游戏、影视、衍生品等

上下游进行战略布局，实现转型升级。公司本次终止出售Kascend� Holding� Inc.股权是出于公司产业链整合考

虑，迎合文化生态圈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目前来看，手游直播业务正出于快速发展阶段，

未来市场可期，且本次交易标的Kascend� Holding� Inc.的主营直播平台“触手直播” 因其经营效果较为显著，

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及经营成果，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与黄泽彧懿通过友好协商， 并达成一致决定， 终止本次出售香港美盛持有的Kascend� Holding� Inc.

6.1684%股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三、终止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8-01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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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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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30,073.38 633,157,304.38 44.25%

营业利润

263,983,333.79 231,034,298.52 14.26%

利润总额

270,601,007.24 239,680,027.18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8,185,278.82 189,958,553.69 2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23 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11.07%

减少

4.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888,798,717.15 3,648,625,526.81 3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522,369,874.87 3,428,850,163.04 2.73%

股本

909,572,725 505,318,181 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87 6.79

减少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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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44.25%，主要是杭州真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趣网络” ）的合

并所致；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4.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0.12%；总资产较

上年同期增长33.99%， 主要是真趣网络的合并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2.7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参股公司JAKKS� Pacific,� Inc.业绩亏损；

2、公司终止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文化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Kascend� Holding� Inc.6.1684%股权。详见公

司披露的《关于公司终止全资子公司出售其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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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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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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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说明：根据《公

司章程》第一百三十四条“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全体董事收到通知后，一致同意召开本次董事

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蕾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均参会表决，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撤销<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受让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 ）

持有的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的股权、拉萨昆吾持有的北京九信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70%的股权；同

意本公司受让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 ）持有的北京黑马自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70%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资产规模较小，且九鼎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并考虑到

九鼎投资的现金流等因素，各方协商决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零，且不附带其他条件。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事项，由于涉及交易的各方就部分交易条款还在协商，各方需进一步确

认，公司拟撤销《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取消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通过本议案。

因董事长蔡蕾先生、董事吴刚先生、黄晓捷先生、吴强先生和覃正宇先生为关联董事，故在审议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九鼎投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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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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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撤销<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受让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 ）持

有的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的股权、拉萨昆吾持有的北京九信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70%的股权；同意

本公司受让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 ）持有的北京黑马自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70%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资产规模较小，且九鼎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并考虑到

九鼎投资的现金流等因素，各方协商决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零，且不附带其他条件。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事项，由于涉及交易的各方就部分交易条款还在协商，各方需进一步确

认，公司拟撤销《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通过本议案。

因监事刘玉杰女士为关联监事，故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九鼎投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53�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公告编号：2018-018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取消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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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18年3月1日

3.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053

九鼎投资

2018/2/23

二、取消原因

2018年2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为：本公司拟受让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九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25%的股权、拉萨昆吾持有的北京九信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0%的股权；本公司拟受让同创

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 ）持有的北京黑马自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的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资产规模较小，且九鼎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并考虑到

九鼎投资的现金流等因素，各方协商决定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零，且不附带其他条件。

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发布了 《九鼎投资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18-015）。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事项，由于涉及交易的各方就部分交易条款还在协商，各方需进一步确

认，因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撤销《关于受让控股股东下属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取消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涉及交易条款全部确定后，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并召开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后续公司股东大会的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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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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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18年2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于2018

年2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10名。 会议由李庆萍董事长主持，本行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

定。 根据表决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李庆萍、朱皋鸣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黄芳董事因新湖中宝股份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亚龙” ）股权，与本议案中变更给予上海亚

龙授信条件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本议案中该项表决。

（一）变更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下属关联方企业上海亚龙授信条件

本项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 赞成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给予中信集团下属其他关联方企业新增17亿元人民币授信

本项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随着本行业务协同工作的深入推进，各业务条线、分行对于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授信业务需求不断

增加。 为在合规的基础上支持业务发展，本次提请董事会审议变更给予上海亚龙授信条件及给予中信集团

下属其他关联方企业新增关联授信额度17亿元人民币。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变更给予上海亚龙授信条件及给予中信集团下属其他关联方企业新增17亿元人民

币授信额度，纳入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联授信额度上限统一管理。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见附件2。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陆金根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陆金根先生为本行业务总监， 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此项任职资格时就

任。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聘任陆金根先生为本行业务总监的独立意见函请

见附件3。 陆金根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4。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16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李庆萍、孙德顺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 赞成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本议案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5。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附件1：

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关于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信集团下属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

下：

1.�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80%， 由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新湖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20%，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3.2亿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1600号7楼01-04单元，法定代表人为林俊波。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建筑材料、电线电缆、五金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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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9月末，公司总资产46.74亿元，由于公司负责的黄浦项目目前处于前期开发阶段，尚未产生

实质性营业收入，公司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0.04亿元。

2.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14.8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9号A座写字楼3层，法定代表人为刘

志强。 公司经营范围为资产受托管理、企业管理；企业资产界定与重组；实业投资；财务咨询及顾问；投资管

理及咨询（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截至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235.61亿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3.94亿元，净利润1.76亿元。

3.�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

册资本为28.2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低层栋B座2层，法人代表人为张

云亭。 公司经营范围为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委托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和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465.31亿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6.89亿元，净利润3.77亿元。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拟变更给予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授信

条件，并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 ）下属企业提供新增额度为17亿元人民币的关

联授信，纳入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联授信额度上限统一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

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的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如下意见：

一、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企业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

有利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企业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 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

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

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

2018年2月

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陆金根先生担任业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银行” ）的独立董事，现就中信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聘任陆金根先生担任中信

银行业务总监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董事会聘任陆金根先生担任中信银行业务总监，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时

就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

2018年2月

附件4：

陆金根先生简历

陆金根先生，1969年6月出生，现任中信银行（简称“本行” ）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陆金根先生自

2016年9月起担任本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此前，陆金根先生于2012年11月至2016年9月任本行长沙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2007年3月至2012年11月在本行昆明分行工作，历任党委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行

长；2006年5月至2007年3月任本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1999年1月至2006年5月在本行总行

营业部工作，历任公司信贷处副处长，资产保全处处长，亚运村支行行长，奥运村支行行长，国际大厦支行行

长，总行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1994年8月至1999年1月在本行信贷部工作。 陆金根先生拥有二十余

年中国银行业从业经验。陆金根先生为高级经济师，哈尔滨工程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本科毕业，获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附件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16年度薪酬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

行” ）独立董事，对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16年度薪酬分配方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中信银行本次确定高管人员薪酬是依据中信银行所处行业和银行规模，结合中信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

及高管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本次董事会确定的中信银行高管人员2016年度薪酬分配方案表

示同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钱军

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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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任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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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舒扬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于2018年2月27日向本行监

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行监事会监事、监事会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法律

法规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舒扬先生的辞职自2018年2月27日起生效。

舒扬先生确认，其本人与本行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

其同时确认，其无任何针对本行的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诉讼和争议。

谨此对舒扬先生担任本行有关职务期间为本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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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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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领取薪酬的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获确

认的2016年度最终薪酬其余部分

1

（税前）披露如下：

姓 名

2

2016

年度最终薪酬其余部分

（税前，单位：万元）

孙德顺

238.72

曹国强

200.37

程普升

113.66

温淑萍

97.98

马海清

124.48

张 强

202.97

朱加麟

191.88

方合英

210.37

郭党怀

210.37

杨 毓

210.37

乔 维

49.07

王 康

125.88

芦 苇

135.88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1

本行2016年度报告已披露上述人员部分薪酬情况，本表所列金额为已获确认的最终薪酬的其余部分（税前）。

2

本表所列人员2016年度任职情况参见本行2016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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