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239� � �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2018-023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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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9日，本公司接控股股东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控股” ）的通知，

近期帝奥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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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押

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解 押 原

因

帝奥控

股

第一大股东 16,799,999 2017年4月20日 2018年4月13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营业部

3.30% 质 押 到

期

合计 16,799,999 ——— ——— ——— 3.30%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帝奥控股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508,813,16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6.25%。

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477,056,5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3.76%，占公司总股本的15.23%。

二、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营业部出具的《资金对账单》。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8-012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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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0）。因工作人

员疏漏，公告内容中“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的表格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数字有误。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股）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29,351,778 -209,557,296 19,794,482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09,557,296 -209,557,296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9,794,482 0 19,794,482

境外法人持股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7,950,187 209,557,296 317,507,483

合计 337,301,965 0 337,301,965

现更正为：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股）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24,156,296 -209,557,296 14,599,000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09,557,296 -209,557,296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599,000 0 14,599,000

境外法人持股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3,145,669 209,557,296 322,702,965

合计 337,301,965 0 337,301,965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1222� � �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2018-41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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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启东市林洋路666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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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54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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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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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陆永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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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崔东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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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544,355 99.9995 3,800 0.0005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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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544,355 99.9995 3,800 0.000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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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101,152,928 99.9962 3,800 0.0038 0 0

2

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

101,152,928 99.9962 3,800 0.0038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叶彦菁、赵振兴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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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秦英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治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恭禹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55,526,839.54 1,967,844,689.37 4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037,497.74 680,036,371.42 -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39,334,744.89 676,081,397.08 -7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4,193,686.61 344,713,694.38 -16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66 -8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66 -8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11.33% -1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588,330,044.33 24,044,634,907.56 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72,647,001.90 12,736,609,504.16 1.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77,736.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096,317.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686,078.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101,906.75

合计 -3,297,247.1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8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英林 境内自然人 42.48% 492,087,746 373,996,776 质押 316,300,288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7% 246,410,572 84,182,177 质押 88,600,00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86% 44,707,428 44,707,42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50% 40,535,062 40,535,062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30,124,926 0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

澳－牧原股份第三期员工持

股集合信托计划

其他 2.30% 26,692,421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2.13% 24,657,947 0

钱瑛 境内自然人 1.30% 15,043,240 11,611,161

钱运鹏 境内自然人 1.09% 12,648,104 0 质押 10,77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品质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8,416,347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2,228,395 人民币普通股 162,228,395

秦英林 118,090,97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90,970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30,124,926 人民币普通股 30,124,926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牧原

股份第三期员工持股集合信托计划

26,692,421 人民币普通股 26,692,42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4,657,947 人民币普通股 24,657,947

钱运鹏 12,648,104 人民币普通股 12,648,1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品

质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416,347 人民币普通股 8,416,3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020,799 人民币普通股 7,020,799

国际金融公司 6,7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6,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933,200 人民币普通股 4,93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秦英林先生和钱瑛女士合计持有牧原集团100%股

权，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65.05%的股权；钱运鹏为钱瑛之兄。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4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系列

其他 40.39% 10,000,000 0

上海秦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7% 7,000,000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

宝信托－投资【39】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9.22% 4,759,3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1007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12.12% 3,000,000 0

前10名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份数量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40.51%，主要是生产规模扩大，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2、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36.10%，主要是公司建设规模扩大。

3、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56.25%，主要是本期增加票据结算量所致。

4、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217.91%，主要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5、应付利息期末比期初增加81.46%，主要是未到付息日的中票、超短融利息增加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55.76%，主要是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增加。

7、长期应付款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129.91%，主要是本期新增融资租赁业务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0.03%，主要是本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4.47%，主要是本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6.32%，主要是薪酬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08.26%，主要是薪酬、折旧费、研发费用、财产保险费等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74.40%，主要是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48.02%，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91.67% 至 -66.67%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0,000 至 40,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0,026.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上述业绩区间的预计，是基于公司对2018年4-6月份平均每头生猪可能的盈利水

平区间的预计，以及依据生产、销售计划对2018年4-6月份度生猪出栏量区间的预

计。

2、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下降或上升，将会导致公司盈利水平的大幅下降或上

升，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未来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以及疫病的发

生、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3、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对任何一家

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4、生猪市场价格的不可控性给公司2018年1-6月份的经营业绩预计带来较大

的困难，一旦有证据表明实际经营情况与上述业绩预计区间存在差异，公司将及时

公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1月0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牧原股份：2018年1月4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18年03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牧原股份：2018年3月29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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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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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4月19日14: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4月1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褚柯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正文详见2018年4月2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报告全文详见2018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5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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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9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十五次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8年4月13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

决议如下：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议案》。

报告正文详见2018年4月2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报告全文详见2018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4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芳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芳琴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4,603,699.24 109,801,320.52 109,801,320.52 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453,223.81 22,619,987.00 22,619,987.00 -1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962,225.09 17,905,966.49 17,905,966.49 -2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50,406.15 -2,280,232.70 -2,280,232.70 73.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8 0.19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8 0.19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2.98% 2.98% 下降0.8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76,597,395.93 979,425,993.87 979,425,993.87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7,969,589.27 838,802,080.46 838,802,080.46 2.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43,229.9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5,316,521.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9,032.71

合计 5,490,998.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0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平 境内自然人 39.18% 46,368,000 46,368,000

邵国新 境内自然人 25.19% 29,808,000 29,808,000

杭州微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6% 5,520,000 5,520,000

张为民 境内自然人 2.80% 3,312,000 3,312,000

胡雅琴 境内自然人 1.40% 1,656,000 1,656,000

何思昀 境内自然人 1.40% 1,656,000 1,656,000

王建梅 境内自然人 0.62% 730,718 0

胡敏莉 境内自然人 0.56% 662,500 0

#杨进生 境内自然人 0.41% 487,300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1% 366,7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建梅 730,718 人民币普通股 730,718

胡敏莉 6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500

#杨进生 4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3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3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700

郎见松 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

方金格 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

陈智勇 23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600

邓宏昌 1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800

游俊 15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400

沈培鸿 1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何平和自然人股东胡雅琴为夫妻关系，自然人股东何思昀为何平和胡雅琴之女，

上述三大股东存在行动一致的可能性。自然人股东邵国新和自然人股东张为民为夫妻关

系，上述两大股东存在行动一致的可能性。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杨进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87,3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长了112.08%，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了92.38%，主要原因系预付原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了34.12%，主要原因系募投项目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长了136.23%，主要原因系ECM净化车间工程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低了49.36%，主要原因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金本期发放所致。

6、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2.32%，主要原因系本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7、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5,509.9%，主要原因系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76.68%，主要原因系计提坏账准备金减少所致。

9、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5.32%，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0.69%，主要原因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1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本期增加了1,306,240.00元，主要原因系本期

期货持仓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1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减少176,650.00元，主要原因系本期期货持仓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3.25%，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86.07%，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

期收回减少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减少622,525.26元，主要原因系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

职支付股份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

期的理财产品共计40,000万元。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2018-001、2018-013、2018-030、2018-031）。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18年2月28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9,000万元购买江苏

银行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将于2018年5月31日到期，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公告》（2018-011）。

3、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11,834.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5.00元（含税）。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上预案，详见巨潮资

讯网《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5）。2018年4月10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上预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32）。

4、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15）。

2018年4月10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032）。

5、对外投资：2018年2月6日，本公司与祥和实业、祥和实业股东冯金祥先生、冯罗平先生、冯建平先生、

湖州祥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汇牛铄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叶普宇先生以及

贵阳万达祥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暨增资意向书》。各方约定本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

资方式取得祥和实业53.50%股权， 合计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 交易完成后祥和实业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2018-008）。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2018年01月2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进展公告》（2018-001）

2018年03月03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的公告》（2018-013）

2018年03月24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进展公告》（2018-030）

2018年03月28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进展公告》（2018-03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8年03月01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

展公告》（2018-011）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8年03月1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15）

2018年04月11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32）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2018年03月1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15）

2018年04月11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7-032）

对外投资 2018年02月07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2018-00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5.00% 至 15.0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676.44 至 6,326.94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01.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将克难攻坚，努力实

现经营目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

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期货 0.00 -176,650.00 0 1,656,089.50 329,920.50 33,014.00 1,306,240.00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176,650.00 0 1,656,089.50 329,920.50 33,014.00 1,306,24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3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8年3月29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平

2018年4月19日

2018年 4 月 20日 星期五

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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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801� � � �证券简称：微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4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8-059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杭州嘉汇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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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与杭州金汇世纪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汇世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公司将受让

金汇世纪持有的杭州嘉汇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项目公司"）10%的股权，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参与

项目公司运营和目标地块的经营开发。项目公司系富政储出【2014】35号地块（目前项目命名为"金汇之星

公寓"）的开发主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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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交易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已获得公司总经理批准。

二、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杭州金汇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日期：2015年02月13日

2、法定代表人：章碧海

3、注册资本：8000万元

4、住所：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苋浦西路139号201室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杭州嘉汇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5日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章碧海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苋浦西路139号203室

6、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道路基础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水利工程、土石方工程、公

路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室内水电安装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渣土清运，土地地面平整，道路铺设，河道清淤、

疏浚，市政管网安装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7、杭州嘉汇置业有限公司系富政储出【2014】35号地块（目前项目命名为"金汇之星公寓"）的开发主

体，本次股权转让前，金汇世纪持有其10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金汇世

纪持有90%的股权，公司持有10%的股权。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各方经协商一致，公司将收购金汇世纪持有的项目公司10%股权，项目公司10%股权的对价按注册

资本金1:1作价为人民币200万元。

2、协议书签署后公司将人民币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金汇世纪指定账户。

3、各方同意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待股权转让条件成就时办理完毕。上述各项变更手

续的办理各方将履行勤勉配合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将增加公司的货值储备，公司与金汇世纪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合作共赢。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478� � � �证券简称：杭州高新 公告编号：2018-015

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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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将于2018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0481� � � �证券简称：濮阳惠成 公告编号：2018-029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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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2017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8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朋友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0095� � � �证券简称：华伍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2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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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8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0351� � �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2018）028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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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8年4月

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8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全文。为使投

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全文》于2018年4月

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300351� � �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2018）014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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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8年4

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8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投

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2017年度报

告摘要》于2018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1198� � �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18-013

债券代码：122353� � � �债券简称：14东兴债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担保人财务报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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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发行的"2014年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4东兴

债"），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将担保人中债信

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经审计）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20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