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939� � �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告编号：2018-025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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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4月19日接到公司

实际控制人高毅先生通知，其已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

购业务交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高毅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8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77%）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期限为1年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交易。 本次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4月16日，约定购回日期为2019年4月16日，

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成。股份质押冻结期限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高毅先生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高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46,272,000股，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65,

713,832股, 共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111,985,8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88%。 本次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0%，本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0.77%，此次股份质押后，高毅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为9,600,000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57%，占公司总股本的2.65%。

本次质押用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毅先生的个人投资，高毅先生个人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此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

权，也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

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8-022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3月3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sss.sse.com.cn）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现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对公司国际贸易板块业务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国际贸易板块业务概况

国际贸易板块进口贸易领域，主要经营范围涵盖原料药、医药制剂、生物制

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辅料耗材、保健品等，通过在国内构建进口国外医药、医

疗产品、代理品种的营销网络，开展进口业务国内总经销及进口产品产业链延伸

全国分销、终端直销等业务。

国际贸易板块出口贸易领域，以公司医药专业领域的工业、商业、贸易集成

能力为优势，实现工业自产品种、商业代理品种在国际市场的营销业务；以中药

材、香辛料、植物提取物、中药饮片，健康食品原料等品种为主的中药材天然药

物，在种植、仓储、加工、出口销售全产业链方面发展。

二、国际贸易板块业务构成

2017年度，国际贸易板块共计实现收入69.99亿元。 进口业务及进口产品产

业链延伸销售实现收入54.97亿元，收入占国际贸易板块79%，其中进口业务收入

20.9亿元，进口产品产业链延伸销售收入34.07亿元，主要品种来自北美洲、亚洲

和欧洲地区；出口业务实现收入15.02亿元，收入占国际贸易板块21%，主要市场

在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地区。

三、国际贸易业务风险提示

国际贸易业务有国际政策风险，主要指项目所在国政策变化、贸易壁垒等因

素对项目执行、开发进度、业务成本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国际贸易业务有国际市场风险，主要指国际市场局势变化等因素，对外汇支

付、回款进度、保函释放、汇率波动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30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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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并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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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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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后与上年同期

的增减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2,446,662,822.25 2,410,387,857.65 2,126,708,617.11 13.34

营业利润 326,793,448.40 283,581,475.33 214,046,733.79 32.49

利润总额 328,140,237.97 278,963,973.49 220,209,902.85 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9,772,706.99 144,012,830.87 139,242,387.37 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90 0.4638 0.4485 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28% 8.31% 8.66% -0.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本报告期

初的增减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7,130,514,620.69 7,003,121,353.49 4,745,716,817.07 4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823,453,270.15 1,799,931,341.47 1,669,818,261.32 7.79

股本 310,474,440.00 310,474,440.00 310,474,44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5.87 5.80 5.38 7.81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1、业绩快报差异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8-014），

预计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为244,666.28万元，同比上升15.04%；营业利

润32,679.34万元，同比上升52.67%；利润总额32,814.02万元，同比上升

4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77.27万元， 同比上升

29.11%。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初步审计， 预计公司2017年度财务数据与

已披露的业绩快报数据存在差异，其中营业收入241,038.79万元，同比

上升13.34%；营业利润28,358.15万元，同比上升32.49%；利润总额27,

896.40万元， 同比上升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

401.28万元，同比上升3.43%。

2、业绩快报差异原因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2017年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 测算后按照存货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补计提跌价准备， 导致修正后的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修正前下降。

三、其他说明

本次修正公告数据是公司与会计师初步沟通的结果， 由于审计

尚在进行中，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数据

将在2017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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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03� � � �公司简称：三安光电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研究，决定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078,424,928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1,019,606,23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安光电 600703 ST三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炭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

电话 0592-5937117

电子信箱 600703@sanan-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研发与应用，着重于砷化镓、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氮化

铝、蓝宝石等半导体新材料所涉及到外延、芯片为核心主业。 主要产品包含LED芯片、LED特殊应用和第二

代、第三代半导体芯片。主要应用于照明、显示、背光、农业、医疗、微波通讯、激光通讯、功率器件、光通讯、感

应传感等领域。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5,236,659,941.87 23,573,251,631.33 7.06 20,779,563,427.44

营业收入 8,393,725,783.69 6,272,602,657.94 33.82 4,858,253,80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4,210,889.13 2,166,652,341.55 46.04 1,694,554,66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653,353,360.57 1,740,022,684.58 52.49 1,419,864,5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769,165,745.21 17,435,812,514.74 13.38 15,918,589,06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1,353,906.05 2,056,105,181.49 24.57 2,390,748,38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53 47.17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53 47.17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3 12.95

增加4.18个百

分点

14.2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989,934,884.43 2,076,680,798.49 2,215,904,628.03 2,111,205,47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954,871.38 823,863,011.53 862,718,319.50 786,674,68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11,601,557.41 692,041,490.70 657,181,339.07 692,528,97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291,857.45 650,748,946.80 618,888,855.11 625,424,246.6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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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3,0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5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0 1,213,823,341 29.76 0 质押 583,4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0 460,927,232 11.30 0 未知 0 其他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0 320,761,660 7.86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三安

增持2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91,697,853 2.25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7,602,358 66,563,851 1.63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47,230,240 1.16 0 未知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沪

25,488,453 45,050,924 1.10 0 未知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364,708 43,267,213 1.06 0 未知 0 其他

上海南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玖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4,619,628 24,619,628 0.60 0 未知 0 其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442,180 24,442,180 0.60 0 未知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

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83.94亿元、营业利润38.5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64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销售收入增长了33.82%、营业利润增长82.5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了46.0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通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按照财政部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会计准则，会计政策变更未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

净利润。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公司子公司厦门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204万美元，GCS� Holdings,� Inc.(以下

简称“GCS” )以货币资金出资 196�万美元，合资成立厦门三安环宇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三安光

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在国内设立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子公司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1,000�万美元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三安光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通讯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子公司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自有货币

资金 2,000�万美元在香港成立全资子公司香港三安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滤波器研发、生产及

销售；香港三安集成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后，按照日本相关法规在日本以自有货币资金 9,000万日元设立

全资子公司三安日本科技株式会社，主要从事化合物半导体研发工作；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

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1,000�万元人民币在厦门设立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气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特种气体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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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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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上午9点在福建省厦门市吕岭路

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已于2018年4月10日以通讯、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

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078,424,928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1,019,606,232.00�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下属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

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师的具体工作量确定其报酬。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 决定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和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2017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金额分别为65,000万元和65,000万元，剩余部分结转下年度。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加快公司在光通讯领域的布局，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4,500

万美元向全资子公司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增资。美国光通讯研发实验室是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出资成

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会授权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负责该研发实验室的正常资金需求。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时间和内容另行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第一、二、三、五、八、九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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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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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指引）》之要求，现

将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2014年1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1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151,376,146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99,999,

982.80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审计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63,001,375.84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36,998,606.96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4年1月22日全部到位，并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1月23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4）010010号验资报告审验。

经2015年7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29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5,930,697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5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3,509,999,989.47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56,433,577.84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53,566,411.63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5年12月8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2月9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5）010131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光电产业化（一期）项目（2014年度募集）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329,919.2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6,219.35万元，当前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无余额；厦门三安光电有

限公司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和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通讯微电子器件（一期）项目（2015年募

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281,114.62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9,781.01万元，当前余额74,023.03万元存储于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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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所有募集

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

实、总经理审核、董事长签批，项目实施单位执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财务

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2014年度募集项目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在国家开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账号：35201560000519590000）、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前埔支行（账

号：352000681018010185433）、兴业银行厦门思明支行（账号：129970100100121909）、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会展中心支行 （账号：42736764278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安光电支行 （账号：

181226651466）等银行开设了5个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同时，本公司原在中国银行会展中心支行开设的原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426066856819）不再作为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35201560000519590000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前埔支行 352000681018010185433 已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 129970100100121909 0.00 活期、定期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会展中心支行 427367642786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安光电支行 181226651466 0.00 活期、定期存款

合计 0.00

注：2018年1月12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安光电支行账号181226651466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思明支行账号129970100100121909已办理了销户手续。

2、2015年度募集项目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账号：12992010010025458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安光电支行

（账号：18423672906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账号:696338295）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等银行

开设了3个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2016年1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市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分别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账号：35201560000931290000）、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账号：696341266）。

2016年8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分别

在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账号：0000012170955012）、 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 （账号：

2210000100000153065）。

2017年3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里支行

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在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里支行

（账号：87530120030001627）。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129920100100254581 977,631.86 活期、定期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96338295 745,612.05 活期、定期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安光电支行 184236729065 100,112,824.16 活期、定期存款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87530120030001627 160,256,044.35 活期、定期存款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35201560000931290000 567,875.19 活期、定期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696341266 8,840.24 活期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0000012170955012 476,843,300.04 活期、定期存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 2210000100000153065 59,841.35 活期、定期存款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35201560000896720000 658,357.00 活期

合计 740,230,326.24

注：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分行35201560000896720000账户为本公司账户，年末余额中658,357.00元为累计

收到的利息收入减去银行手续费的余额，已于2018年1月19日办理了销户手续。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情况

1、2014年募集项目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于2014�年 1�月 22�日与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会展中心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本公司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新开立募集资金账

户也于2014年5月12日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分行、交通银行厦门前埔支行、兴业银行厦门思明支行、中

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中国银行芜湖三安光电支行和保荐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2015年募集项目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 并于2015年12月 18日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本公司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新开立募集资金账户于2015

年12月分别与本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三安光电支行、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

公司子公司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新开立募集资金账户于2016年1月分别与本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6年8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泉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2017年3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里支行和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1（2014年度募集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3,699.8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4,875.1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9,919.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4.92%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安徽三安光

电有限公司

芜湖光电产

业化（二

期）项目

厦门三安光电

有限公司光电

产业化（一

期）项目

274,875.15 274,875.15 274,875.15 15.48 281,094.49 6,219.34（注） 100.00%

2015年

4月

109,

427.32

是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补充流动资金 48,824.71 48,824.71 48,824.71 0.00 48,824.71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323,699.86 323,699.86 323,699.86 15.48 329,919.20 6,219.3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0.00万元，募集资金账

户已无余额。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截止2017年12月31日，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光电产业化（一期）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100%，

已基本建设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2015年度募集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5,356.6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2,129.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1,114.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

司光电产业化（二

期）项目

191,000.00 191,000.00 191,000.00

152,701.55

171,236.35

-19,763.65�

（注1）

89.65%

2017年

9月

51,700.98 是 否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

有限公司通讯微电子

器件（一期）项目

154,356.64 154,356.64 154,356.64

39,428.41

109,878.27

-44,478.37

(注2）

71.18%

2017年

3月

-8,153.46 否 否

合计 345,356.64 345,356.64 345,356.64 192,129.96 281,114.62 -64,242.0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16年3月22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37,415.22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 该事项已经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3月22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16）010720号专项报告鉴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74,023.03万元根据工程进度尚未投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光电产业化 （二期） 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

89.65%，尚未建设完毕。

注2：截止2017年12月31日，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通讯微电子器件（一期）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进度为71.18%，尚未建设完毕。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厦门三安光

电有限公司

光电产业化

（一期）项

目

安徽三安光电

有限公司芜湖

光电产业化

（二期）项目

274,875.15 274,875.15 15.48 281,094.49 100.00%

2015年4

月

109,427.32 是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2014年4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芜湖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投

资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安排，变更芜湖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投资主体及

实施地点，投资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

司，实施地点由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梁路北侧变更为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内。上述变

更业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了《关于三

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投资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同意变更的意见，上述事项

已获得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注1：截止2017年12月31日，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光电产业化（一期）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100%，已基

本建设完成。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一）、2014年度募集项目

经核查，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通过核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账单、募集资金项目相关款项支付的原始凭证及访谈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等方式，保荐机构对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

2、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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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2015年度募集项目

经核查，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通过核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账单、募集资金项目相关款项支付的原始凭证及访谈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等方式，保荐机构对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

2、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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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8-015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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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相关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

大影响。

一、概述

1、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30�号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8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相关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具体如下：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 2017�年 4�月 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明确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终止经营的列报。 公司 2017�年度的财务报

告按此准则进行列报。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根据 2017�年 12�月 2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公

司采用修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持有待售资

产” 行项目和“持有待售负债” 行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其他收益” 行项目、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

上述事项对于本报告期内合并利润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年影响金额 上年影响金额

资产处置收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814,478.24 -168,297.05

营业外收入（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348,832.89 -30,490.84

营业外支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163,311.13 -198,787.89

三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损益，也

不涉及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 2017�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财政部 2017�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7-016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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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三安”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投资金额:�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4,500万美元对香港三安进行增资。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为加快公司在光通讯领域的布局，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以自有货币资金4,500万

元美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三安增资。美国光通讯研发实验室是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董事会授权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负责该研发实验室的正常资金需求。

公司此次对香港三安增资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全资子公司名称：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Sanan� Optoelectronics�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 1,300万美元

注册地址：Units� 3805� ＆3806，38th� floor,� Tower� Two,� � Lippo� centre,� No.� 89� Queensway,� Hong�

Kon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LED产品、原材料及相关设备进出口贸易。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香港三安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国光通讯研发实验室是香港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本次增资香港三安是根据公司整体的发展规划进行合理布局，有利于加快公司光通讯业务的发展速度。

四、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8-017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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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4月18日上午11点在福建省厦门市吕岭路

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已于2018年4月10日以通讯、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

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监事余峰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授权委托方崇品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崇品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力执行。 编制的公司2017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运行及监督情况，总体评价是客观、准

确的。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根据财政部 2017�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执行财政部 2017�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全文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和《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编制的2017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

核，并提出如下书面意见：

1、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客观公正、真实可靠地反映了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2、参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人员和审计人员不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保证公司2017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第一、二、三、七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8-018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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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9日收到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发来的《关于更换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报告》,公司原保荐代表人

吴亚宏女士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有序进行，国金证券委派王学霖先生接替吴亚宏女士履行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保荐代表人为王学霖先生、林岚女士。 持续督导期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8-019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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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 ）关于其所

持公司股票质押登记解除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三安电子将其原质押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的无限售流通股38,400,000(占公司总股本

的0.94%)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相关手续在2018年4月18日办理完成。

截止本公告日，三安电子持有本公司1,213,823,34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76%，累计质押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826,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5%。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2018年 4 月 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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