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8-03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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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关彦斌先生函告,获悉关彦斌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实

际控制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关彦斌 是

21，260,000

2018年

5月9日

2018年

7月10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7.62% 融资

5,060,000

2018年

5月9日

2018年

7月10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6.57% 融资

合计 26，320,000 - - - 34.19% -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实

际控制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关彦斌 是

10,000

2017年7月10

日

2018年

5月9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01%

10,000

2017年7月10

日

2018年

5月9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01%

合计 20,000 - - - 0.03%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584,000,000股,关彦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972,95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3.18%。本次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后,关彦斌先生所持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

股份累计为76,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74%，占公司总股本的13.01%。

关彦斌先生此次质押及解除质押事项是为了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变更托管席

位。

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关彦斌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3239� � �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18-031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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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月10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资金，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分别对此

发表了同意意见。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

范围内，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内

容详见2017年12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根据上述决议，现就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

代码

投资金额

（人民币万

元）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赎回金额

（人民币万

元）

实际收益

（人民币元）

广发证券收益

凭证“收益宝”

1号

保本型

固定收

益凭证

GISB1T 7000.00

2018年 04�月12日至

2018年 05�月 10日

4.01% 7000.00 215,331.51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产品的情况

协议方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产品

代码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

年化

收益率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

君柜宝一号

2018年第25期收

益凭证

募集资金

及自有资

金

SAT787

本金保

障型

9000.00 123

2018-01-1

2

2018-05-14 4.75%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收益

凭证-“收益

宝” 1号

自有资金 GIS95T

保本型

固定收

益凭证

4000.00 63

2018-03-1

5

2018-05-17 4.52%

三、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存续期内的理财产品本金金额

为人民币8,000万元， 未超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批

准投资额度。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证劵代码：002700� � � �证劵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8-040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份部分提前购回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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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周举东先生函

告，获悉周举东先生将质押给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的部分股份

办理了提前购回，随后又将提前购回的解押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除质押、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用途

周举东 是 8,862,300 2017/3/13 2018/5/8 民生证券 7.3617

股份提前购

回

周举东 是 600,000 2017/11/22 2018/5/8 民生证券 0.4984

股份提前购

回

周举东 是 222,900 2018/3/9 2018/5/8 民生证券 0.1852

股份提前购

回

合计: 9,685,200 8.0453

2.�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周举东 是 3,467,200 2018/5/9 2019/3/6 民生证券 2.8801

股票补充质

押交易

周举东 是 6,218,000 2018/5/9 2019/3/12 民生证券 5.1651

股票补充质

押交易

合计: 9,685,200 8.0453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周举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3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8.4982%；本次合计提前购回解押股份9,68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28%；本次合计补

充质押股份9,685,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2928%； 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20,

383,2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9.9993%，占公司总股本的28.4980%。

二、备查文件

1.� �股东购回交易委托单、股东补充质押委托单、股票质押融资购回交割单、

股票补充质押交割单；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53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原董事袁平东先生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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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平东先生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袁平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60,000股。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发布袁平东先生的减持计划公告，袁平东

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减持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25%，即215,000股，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截至目前，减持计划时间

已过半，袁平东先生尚未实施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袁平东 其他股东：已离职董事 860,000 0.1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1,2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08,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袁平东先生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袁平东先生尚未实施减持。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袁平东先生已于2017年1月21日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且不属于本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本

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袁平东先生将根据个人资金周转安排及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2018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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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5� � � �证券简称：东方新星 公告编号：2018-022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由北京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8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董秘、财务总监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55� � � �证券简称：东方新星 公告编号：2018-023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经事后核

查，现对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

指标 ” 、“合并现金流量表” 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作出更正。

2018�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更正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080,526.84 32,158,666.04 9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87,679.52 -3,967,171.22 -21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86,826.87 -3,975,625.63 -21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58,334.69 -42,491,372.36 -103.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7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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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26,589.01 866,574,220.72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3,690,559.30 519,182,706.73 0.87%

更正后（更改数字黑体加粗）;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更改数字黑体加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080,526.84 32,158,666.04 9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87,679.52 -3,967,171.22 -21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586,826.87 -3,975,625.63 -21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48,603.00 -42,491,372.36 -8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7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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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26,589.01 866,574,220.72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3,690,559.30 519,182,706.73 0.87%

更正前：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86,311,397.22 50,712,658.28 70.20% 收入增加、增加了子公司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648,808.44 2,133,339.00 117.91% 新增加了子公司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22,917,296.45 15,541,035.07 47.46% 新增加了子公司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08,828.29 3,000,657.03 200.23% 本期业务增加、新增加了子公司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98.17% 本期购置固定资产较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 500,000.00 700.00% 子公司中德对外投资支出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820,000.00 0 不适用 子公司中德对股东分红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77,633,134.33 45,975,294.57 68.86% 收入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6,982,630.85 54,432,138.64 -32.06% 本期承兑汇票结算业务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13,840.22 2,693,757.00 41.58% 本期业务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960,207.48 19,378,844.22 -64.08% 支付的研发费用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9,180,000.00 不适用 子公司中德对股东分红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98.17% 本期购置固定资产较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0 500,000.00 -100.00% 上期支付收购中德保证金

更正后（更改数字黑体加粗）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86,311,397.22 50,712,658.28 70.20% 收入增加、增加了子公司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749,109.11 2,133,339.00 122.61% 新增加了子公司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22,917,296.45 15,541,035.07 47.46% 新增加了子公司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08,828.29 3,000,657.03 200.23% 本期业务增加、新增加了子公司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98.17% 本期购置固定资产较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 500,000.00 700.00% 子公司中德对外投资支出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820,000.00 0.00 不适用 子公司中德对股东分红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77,633,134.33 45,975,294.57 68.86% 收入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6,982,630.85 54,432,138.64 -32.06% 本期承兑汇票结算业务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13,840.22 2,693,757.00 41.58% 本期业务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9,180,000.00 不适用 子公司中德对股东分红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98.17% 本期购置固定资产较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500,000.00 -100.00% 上期支付收购中德保证金

更正前：

第四节 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6,311,397.22 50,712,658.28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0,979.2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48,808.44 2,133,33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231,184.88 52,845,997.2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051,166.26 58,397,370.1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917,296.45 15,541,035.0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08,828.29 3,000,657.0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695,559.19 18,398,307.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9,672,850.19 95,337,36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8,334.69 -42,491,372.3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185.00 20,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185.00 2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 5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33,999.00 2,358,4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20,814.00 -2,338,437.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8,820,0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2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84,102.7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366,582.06 -44,829,809.3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9,298,131.72 270,780,918.3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7,931,549.66 225,951,109.00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7,633,134.33 45,975,294.5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46,320.29 3,509,228.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479,454.62 49,484,522.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982,630.85 54,432,138.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472,731.95 14,221,737.2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13,840.22 2,693,757.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960,207.48 19,378,844.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229,410.50 90,726,47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50,044.12 -41,241,954.4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18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185.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84,185.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999.00 2,358,4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0,186.00 -2,358,437.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400,230.12 -43,600,391.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090,544.49 261,346,828.2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4,490,774.61 217,746,436.81

更正后（更改数字黑体加粗）

第四节 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6,311,397.22 50,712,658.28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0,979.2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49,109.11 2,133,33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331,485.55 52,845,997.2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051,166.26 58,397,370.1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917,296.45 15,541,035.0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08,828.29 3,000,657.0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02,797.55 18,398,307.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6,980,088.55 95,337,36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8,603.00 -42,491,372.3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185.00 20,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185.00 2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 5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33,999.00 2,358,4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20,814.00 -2,338,437.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8,820,0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2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84,102.7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573,519.75 -44,829,809.3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8,887,420.87 270,780,918.3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0,313,901.12 225,951,109.00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7,633,134.33 45,975,294.5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07,990.63 3,509,228.1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541,124.96 49,484,522.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6,982,630.85 54,432,138.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472,731.95 14,221,737.2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13,840.22 2,693,757.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267,445.85 19,378,844.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536,648.87 90,726,47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4,476.09 -41,241,954.4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18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185.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84,185.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3,999.00 1,858,43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999.00 2,358,4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0,186.00 -2,358,437.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154,662.09 -43,600,391.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7,866,936.08 261,346,828.2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7,021,598.17 217,746,436.81

除上述内容更正以外，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并在本更正公告发布的同日披露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更新后）》，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55� � � �证券简称：东方新星 公告编号：2018-024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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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会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奚进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东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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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80,526.84 32,158,666.04 9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87,679.52 -3,967,171.22 -21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586,826.87 -3,975,625.63 -21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48,603.00 -42,491,372.36 -86.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7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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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26,589.01 866,574,220.72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3,690,559.30 519,182,706.73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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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5.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06.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4.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56.15

合计 85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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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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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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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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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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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会利 境内自然人 8.04% 8,148,684 8,148,684

王开国 境内自然人 4.87% 4,931,087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广博2号单一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3% 2,566,000 0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3% 2,459,217 0

赵小奇 境内自然人 2.09% 2,115,624 2,115,624

曲维孟 境内自然人 1.90% 1,925,000 1,925,000

胡德新 境内自然人 1.76% 1,780,000 1,780,000 质押 910,000

王宝成 境内自然人 1.25% 1,264,000 1,264,000

奚进泉 境内自然人 1.21% 1,227,200 1,227,200

李玉富 境内自然人 1.13% 1,149,200 1,149,200 质押 1,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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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国 4,931,087 人民币普通股 4,931,08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广博

2号单一资金信托

2,5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6,00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2,459,217 人民币普通股 2,459,217

嘉兴君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73,903 人民币普通股 1,073,903

赵作斌 732,025 人民币普通股 732,0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100

肖杰 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

兰岩龙 220,098 人民币普通股 220,098

杨磊 203,511 人民币普通股 203,511

周文斌 182,881 人民币普通股 182,8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会利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小奇、曲维孟、胡德新、王宝成、奚进泉、李玉富同陈会利

是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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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

1-3月

变动比例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750 至 85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28.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业务有所增长；新增控股子公司带来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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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