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41�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5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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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5,573,360,538.44 19,287,807,649.88 32.59%

营业利润 2,240,488,935.01 1,841,791,664.95 21.65%

利润总额 2,477,382,615.75 1,904,722,233.58 3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5,466,772.07 1,651,496,619.77 29.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54 2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1% 16.30% 0.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613,057,044.06 22,912,092,546.16 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999,095,744.65 10,845,234,824.19 38.30%

股本 3,245,103,948.00 1,526,629,845.00 11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62 7.10 -34.93%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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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7年，公司营业规模扩大，资产总额增加。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2,661,305.70万元，同比

增长16.15%；营业收入2,557,336.05万元，同比增长32.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4,

546.68万元，同比增长29.91%。业绩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电声器件升级、虚拟现实产品等

贡献增加。

2、变动幅度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发生数为2,557,336.05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32.59%，主要原因是：

公司营业规模扩大，销售订单增加。

利润总额本报告期发生数为247,738.26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30.07%，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营业规模扩大，营业利润增加；同时，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期末数为1,499,909.57万元，较期初数增长38.30%，主

要原因是：公司净利润增加及报告期内公司可转债转股完成。

公司期末股本为324,510.3948万元，较期初增长112.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及公司可转债转股完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数为4.62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34.93%，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及公司可转债转股完成，总股

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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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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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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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005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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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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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195,626.62 2,939,805,208.92 11.95%

营业利润 203,115,432.07 219,270,422.43 -7.37%

利润总额 215,961,965.45 242,560,884.37 -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178,772.71 192,606,800.58 -1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13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0% 8.50% -1.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443,139,114.95 4,250,727,254.95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395,988,210.40 2,345,788,449.16 2.14%

股 本 1,487,907,504.00 1,487,907,50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61 1.58 1.90%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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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国内销售收入中来自半导体业务的收入增长明显。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91,195,626.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5%；营业利润203,115,432.07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7%；利润总额215,961,965.4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9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65,178,772.7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24%。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一、公

司上年同期处置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投资收益3,392.74万元；

二、因子公司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和湖南源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业绩不达预期，本

年度公司计提了收购上述两个子公司形成的商誉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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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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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醒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凡孝金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秦娟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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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8-010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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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879,585.08 1,170,283,594.44 96.18%

营业利润 272,418,463.23 95,319,867.89 185.79%

利润总额 277,833,504.89 114,182,522.12 14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050,053.83 96,449,734.94 16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43 0.138 14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7% 4.29% 2.6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350,859,185.14 4,903,335,520.21 7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05,287,470.42 3,507,425,730.28 5.64%

股 本 742,838,100.00 244,382,700.00 20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99 14.35 -65.23%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数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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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为229,587.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2,559.60万元，增长幅度

为96.18%；营业利润27,241.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709.86万元，增长幅度为185.79%；利润

总额27,783.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365.10万元，增长幅度为143.3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25,205.0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560.03万元，增长幅度161.33%。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1）军工订单在本报告期的逐步实现；（2）高精

度时空一体化合成指挥调度平台项目的签订和实施；（3）2016年9月纳入合并范围的吉欧电

子等公司在本报告期完成业绩目标。

3、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项目：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为229,587.9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12,559.60万元， 增长幅度为

96.18%；主要原因是公司布局的军工、公安等业务在本年度有较快增长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所

致。

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四项利润相

关指标同步增长，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分别为185.79%、143.32%、161.33%和148.55%；主要原

因是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当期费用增长幅度所致。

报告期总资产835,085.9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44,752.37万元，上升幅度为 70.31%，主

要原因是由于公司经营业务规模快速增长所致。

报告期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资产相关指标发生变动，变动幅度分

别为203.97%、-65.23%，主要原因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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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郭信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侯红梅女士、会计机构负

责人袁学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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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女士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21� � �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18-016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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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山东联诚精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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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688,957.86 511,577,675.79 19.18%

营业利润 54,124,408.27 51,067,289.41 5.99%

利润总额 60,295,558.51 60,846,099.55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91,209.75 47,459,570.17 -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79 -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1% 11.76% -0.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49,784,461.16 861,104,863.61 3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52,106,289.34 417,141,219.96 56.33%

股本 8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15 6.95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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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7年，公司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扎实推进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

各项生产经营、 财务状况运行良好。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60,968.9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9.18%，收入的增长得益于国内零部件及整机业务的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79.12万元，依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5,210.63万元，较年初增长56.3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15元，较年初增长17.27%，2017年12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总资产为114,978.45万元，较年初增长3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5,210.63万元，较年初增长56.33%；股本为8,000万股，较年初增长33.33%；上述指标增长的主

要原因，系本期净利润的增长，以及2017年12月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

000万股，所有者权益和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预计2017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为58,000万元至61,000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13.37%至19.24%；预计2017年度净利润为4,550万元至4,650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1.36%至3.59%；预计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为4,200万元至4,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4.49%至9.47%。

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预计的业绩相比，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营业总

收入在预计实现营业收入范围内；本期实际实现净利润为4,482.17万元，比预计实现净利润略

有减少；本期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248.24万元，在预计

范围内。上述数据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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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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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59� � � �证券简称：东珠景观 公告编号：2018-014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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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2月

12日以书面形式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席惠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8年2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认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确定授权日为2018年2月27日，向

94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451万份，行权价格为34.32元。

由于章建良、缪春晓、马晓红是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席惠明与本次股权激

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故关联董事章建良、缪春晓、马晓红、席惠明审议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

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

对股票期权授予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强化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切实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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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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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2

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8年2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认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确定授权日为2018年2月27日，向

94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451万份，行权价格为34.3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

对授予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备查文件：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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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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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期权授权日：2018年2月27日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451万股

一、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月30日，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2、2018年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日，公司监事会出具了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3、2018年1月30日至2018年2月9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

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8年2月10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2月26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8年2月27日，公司发布《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18-013）， 根据该公告， 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

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6、2018年2月27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出具了《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本激励计划” ）中“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为：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次激励计

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94名激励对象授予451万份股票期权。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权日：2018年2月27日。

2、授予数量：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51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98%。

3、授予人数：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94人，包括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中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4、行权价格：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34.32元。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行权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

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的期限，最长不超过48个月。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激励对象可以根据相关

规定行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届满后，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将全部作废，由公司收回并

统一注销。

（2）激励计划首次授权的等待期指股票期权授权登记完成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

时间段，本激励计划首次授权等待期为12个月。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可

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2.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2.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

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2.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激励对象应当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各行权期届满后，当期可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失效，由公司注销。各期可行权的部分必须在对应行权时间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前完成行

权，不可以与之后的可行权部分一并行权，逾期期权失效，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7、行权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1.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1.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1.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1.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2.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2.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2.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2.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会在每个会计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指标作为激

励对象行权的必要条件。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17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较2017年增长80%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17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较2017年增长170%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17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较2017年增长251%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

算依据，且不包含激励成本。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

行权，由公司注销。

若公司发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影响公司净利润的资本运作， 则新增加的净利润额可计

入该年度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所述的净利润。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实际可行权额度与个人层面考核结果相关， 个人层面可行权系数根据年度综合考核

结果划分如下：

个人层面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个人层面可行权系数 100% 50% 0%

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额度=个人层面可行权系数×当期行权比例×个人被授予期权总数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统一注销。

8、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期权额度（万

份）

获授权益占授予总量

比例

占公告时总股本的

比例

1 章建良 董事、总经理 40.00 7.27% 0.18%

2 缪春晓 董事、副总经理 10.00 1.82% 0.04%

3 马晓红 董事 3.00 0.55% 0.01%

4 朱正中 副总经理 5.00 0.91% 0.02%

5 黄 莹 财务总监 25.00 4.55% 0.11%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

（合计89人）

368.00 66.91% 1.62%

首次授予合计 451.00 82.00% 1.98%

预留 99.00 18.00% 0.43%

合计 550.00 100.00% 2.42%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

后，认为：

（一）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规定履行了对激励对象进行内部公示所必要的程序；

（二） 激励对象名单与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均属在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核心

业务人员。

（三）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四）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的；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五）激励对象名单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六）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作

为此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股票期权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2018年2月27日，用该模型对本次

授予的451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测算，授予的451万份股票期权总价值为2,104.09万元。

根据本次授予的期权数量，假设各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不发生变化，从2018年2月27

日开始摊销，则2018年-2021年期权成本或费用摊销情况的预测算结果见下表（单位：万元）：

期权份额

（万份）

期权总成本

（万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451 2,104.09 945.07 727.06 377.91 54.06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行权期内实际行权数量可能发生变动， 期权的实际成本可能会

与以上预测数据存在差异（由于激励对象存在业绩考核不达标或在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内离职

等情况，获授股票期权可能有部分最终不能行权，期权的实际总成本可能会小于本次估算的成

本）。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最终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所必需

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及授予对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授予已满足《管理办法》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授予条件；

4、本次授予期权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相关授予

登记手续，且需按照《管理办法》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监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江苏东

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1、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履行了对激励对象进行内部公示所必要的程序；

2、激励对象名单与《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所

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均属在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

员。

3、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的；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名单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6、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作为

此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75� � �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2018-010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理财产品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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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购买理财产品决策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7年12月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

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投资方式为通过银行购买固定收益类或低风险型银行

理财产品。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资的

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

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将按照《委托理财管理办法》和《投资管理制

度》对投资的原则、审批权限及执行管理、决策程序、核算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做的详尽的

规定，以有效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银行理财

产品、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影

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018年1月15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目前进展情况

2018年1月26日至2月26日期间，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国债逆回

购和货币型基金投资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7,290.00万元，已到期或赎回51,720.00万元，累计

获得理财投资收益308.17万元。具体如下：

（一）购买的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受托银行

或机构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名称

风险等

级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期限

报酬确定

方式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建设银行 否

“乾元 -�众享” 保

本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2018年第13期

低 1,000.00 2018/2/1 102天

到期日一

次性还本

付息

3.60%

建设银行 否

“乾元 -�日日鑫高”

（按日）开放式资产

组合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低 2,000.00 2018/2/13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浮动收益

华夏基金 否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B 低 1,000.00 2018/1/3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4.935%

南方基金 否 南方天天利B 低 500.00 2018/1/3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4.774%

南方基金 否 南方天天利E 低 500.00 2018/1/3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4.684%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590.00 2018/2/2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69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8号 低 1,000.00 2018/2/7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92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400.00 2018/2/22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90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200.00 2018/2/22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860%

中信银行 否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

本天天快车B款人民

币理财产品

低 2,000.00 2018/1/29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2.65%

中信银行 否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

健天天快车A款人民

币理财产品

低 2,000.00 2018/2/5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60%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朝招金（多

元稳健型）理财计划

低 10,000.00 2018/2/24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86%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朝招金（多

元稳健型）理财计划

低 2,100.00 2018/2/24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3.86%

中国农业

银行

否

“安心快线步步高”

法人专属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低 4,000.00 2018/1/29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2.3%-3.55%

中国农业

银行

否

安心灵动14天人民

币理财产品（法人专

属）

低 10,000.00 2018/1/29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

收益

2.8%-3.8%

(二)到期或赎回的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资情况如下：

受托银行或

机构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名称 风险等级

赎回或到期

日

本期实际收回本

金（万元）

海 通 证 券

（逆回购）

否 上海证券204001 低 2018/1/29 50.00

南方基金 否 南方现金B 低 2018/1/29 8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2018/1/30 1,910.00

南方基金 否 南方现金B 低 2018/2/7 700.00

南方基金 否 南方天天利A 低 2018/2/7 500.00

南方基金 否 南方天天利B 低 2018/2/7 500.00

南方基金 否 南方天天利B 低 2018/2/8 500.00

南方基金 否 南方天天利E 低 2018/2/7 1,0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2018/2/6 4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2018/2/7 1,130.00

华夏基金 否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A 低 2018/2/9 1,000.00

华夏基金 否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B 低 2018/2/9 3,0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8号 低 2018/2/8 1,0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2018/2/23 2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日日盈理财计划 低 2018/1/29 4,000.00

中信银行 否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天天快车B款人民币理财产

品

低 2018/2/5 2,0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日日盈理财计划 低 2018/2/9 1,5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朝招金（多元稳健型）理财计划 低 2018/2/9 1,5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日益月鑫理财计划 低 2018/2/23 10,000.00

招商银行 否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计划B款 低 2018/2/23 2,000.00

兴业银行 否 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式理财产品 低 2018/2/26 2,000.00

中国农业银

行

否 安心灵动45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低 2018/1/29 5,000.00

中国农业银

行

否 安心灵动1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法人专属） 低 2018/1/29 8,000.00

中国农业银

行

否 安心灵动14天人民币理财产品（法人专属） 低 2018/1/29 1,000.00

中国农业银

行

否

“安心快线步步高”法人专属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

低 2018/2/11 30.00

中国农业银

行

否 安心62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低 2018/2/15 2,000.00

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资情况

截至2018年2月26日，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投

资金额为人民币85,110.00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审批权限额度内，具体明细如下：

受托银

行或机

构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名称

风险等

级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期限

报酬确定方

式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农业银

行

否 本利丰步步高 低 700.00 2017/10/9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10%

农业银

行

否 本利丰天天利 低 140.00 2016/3/1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2.30%

农业银

行

否 本利丰步步高 低 100.00 2016/12/15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10%

农业银

行

否 本利丰步步高 低 300.00 2017/9/3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10%

农业银

行

否 本利丰步步高 低 500.00 2017/9/3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10%

建设银

行

否

“乾元 -�众享” 保

本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2018年第13期

低 1,000.00 2018/2/1 102天

到期日一次

性还本付息

3.60%

建设银

行

否

“乾元 -�日日鑫高”

（按日）开放式资产

组合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低 2,000.00 2018/2/13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浮动收益

招 商 银

行

否 招朝金7007号 低 200.00 2018/2/22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860%

招商银

行

否

招商银行朝招金（多

元稳健型）理财计划

低 31,500.00 2017/11/23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86%

华夏银

行

否

增盈天天理财增强

型（专享版）

低 3,000.00 2017/11/10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4.10%

中信银

行

否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

率结构18874期人民

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低 2,000.00 2018/1/26 35天

到期一次付

息

4.30%

招商银

行

否

招商银行日日盈理

财计划

低 2,100.00 2017/11/13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91%

招商银

行

否

招商银行朝招金（多

元稳健型）理财计划

低 4,900.00 2017/11/2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86%

中信银

行

否

中信理财之共赢稳

健天天快车A款人民

币理财产品

低 2,000.00 2018/2/5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3.60%

中国农

业银行

否

“安心快线步步高”

法人专属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低 5,000.00 2018/1/25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2.3%-3.55%

中国农

业银行

否

“金钥匙安心得利90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低 5,000.00 2017/11/29 90天

到期一次付

息

2.8%-3.4%

中国农

业银行

否

安心灵动14天人民

币理财产品（法人专

属）

低 10,000.00 2018/1/29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2.8%-3.8%

中国农

业银行

否

“安心快线步步高”

法人专属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低 4,670.00 2018/1/29

随时赎

回

按期支付收

益

2.3%-3.55%

中国银

行

否

中银平稳理财计划

智荟系列17826-G

低 10,000.00 2017/11/30 91天

到期一次付

息

4.80%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或低风险型， 购买的国债逆回购和货币型基金

属于收益稳定且安全系数较高的品种，公司对投资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

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 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

展,并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