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导致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 “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
一、《2017年年度报告》“
标”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749,471.36

94,925,442.94

84,247,358.14

651,666,80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0,257.62

25,958,922.89

31,977,437.28

195,174,806.94

7,655,063.91

22,175,318.49

28,814,639.28

55,161,646.97

129,667,352.44

13,490,516.70

2,829,623.16

598,482,27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更正后：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749,471.36

94,925,442.94

84,247,358.14

159,963,5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0,257.62

25,958,922.89

31,977,437.28

202,506,901.62

7,655,063.91

22,175,318.49

28,814,639.28

37,440,782.11

129,667,352.44

13,490,516.70

2,829,623.16

106,779,0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公司基本情况” 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做同步更正。
二、《2017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 “二、主营业务分析” 之“
2.
收入与成本” 之“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5) 营业成本构成” 、“
（8）主要销售客户和
主要供应商情况”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

减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56,309,460.50

28,590,125.61

49.23%

-89.16%

-91.69%

31.30%

298,007,969.66

27,000,322.81

90.94%

125.00%

336.85%

-4.38%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元）

55,419,427.50

28,574,437.61

48.44%

-755.53%

-1,102.31%

43.14%

网络游戏

250,606,499.23

15,683,946.77

93.74%

49.18%

61.03%

-1.56%

分地区
辽宁省

84,780,204.76

40,588,351.05

52.13%

-85.66%

-88.94%

37.40%

河北省

88,000.00

42,046.43

52.22%

-99.62%

-99.39%

25.58%

307,017,613.41

21,359,049.73

93.04%

961.62%

133.68%

35.98%

其他地区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行业分类

项目

海珍品养殖业

单位

2017年

同比增减

2016年

销售量

万公斤

522.86

440.21

18.77%

生产量

万公斤

522.86

440.21

18.77%

库存量

万公斤

0

0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2017年

项目
金额

2016年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3.08%

343,898,192.75

88.35%

-91.69%

海珍品加工业

12,040,271.87

89.67%

38,802,921.78

9.97%

-68.97%

游戏行业

16,845,632.66

3.10%

6,180,737.26

1.59%

172.55%

291,646.53

3.20%

367,105.84

0.09%

-20.56%

其他

单位：元
产品分类

2017年

项目
金额

围堰海参

2016年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28,574,437.61

3.08%

海蜇、虾等

同比增减
占营业成本比重

343,552,056.75

88.26%

-91.68%

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损失以“
-”填列）

25,160,664.86

9.42%

在建工程处置利得（
损失以“
-”填列）

309,527.10

3

第三名

845,807.26

1.72%

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损失以“
-”填列）

105,801,042.98

8,109,258.50

4

第四名

571,112.11

1.16%

合计

131,271,234.94

51,620,970.35

5

第五名

500,000.00

1.02%

25,544,972.40

51.97%

合计

--

三、《2017年年度报告》 “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 “
二、主营业务分析” 之“
5、
现金流”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310,379,705.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6.57%

132,462,635.87

-517,876,368.08

-120.44%

74,749,883.71

-140,901,140.96

153.05%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同比减少39.52%，主要系报告期网游业务较上
期同比增长125%，网游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同比增加23,793万元所致；
注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53.05%，主要系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增加明显所致。
更正后：
单位：元
2017年
-310,379,705.06

-40,994,329.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462,635.87

-517,876,368.08

74,749,883.71

-140,901,140.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报告期投资额（
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
元）
981,785,649.56

852,500,000.00

981,785,649.56

346,136.00

9.97%

-95.47%

盈利预测资产或项目

预测起始时

预测终止时

当期预测业绩（
万

3.10%

38,802,921.78

0.09%

-68.97%

名称

间

间

元）

0.00%

6,112,304.71

1.57%

156.60%

单机游戏

1,050,509.71

2.98%

68,432.55

0.02%

1,435.10%

推广收入

111,176.18

0.20%

其他

291,646.53

0.02%

367,105.84

0.09%

-20.56%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44,065,067.50

4.40%

第二名

24,412,272.90

2.98%

3

第三名

21,997,310.78

2.85%

4

第四名

19,373,448.00

2.65%

第五名
--

16,894,632.50

2.52%

126,742,731.68

15.40%

日期

51.72%

2017年01月
01日

盈利预测资产或项目
名称

预测起始时
间

北京）网络
壕鑫互联（
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01月

采购额（
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0,653,300.00

11.48%

2

第二名

9,709,000.00

10.46%

3

第三名

9,634,800.00

10.38%

4

第四名

9,375,100.00

10.10%

5

第五名

合计

--

8,626,689.00

9.30%

47,998,889.00

51.72%

更正后：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海珍品养殖业
游戏

56,309,460.50

28,590,125.61

49.23%

-89.04%

-91.69%

48.87%

298,007,969.66

16,845,632.66

94.35%

125.45%

172.55%

-1.02%

55,419,427.50

28,574,437.61

48.44%

-88.17%

-91.68%

81.85%

分产品
围堰海参
网络游戏

250,606,499.23

15,683,946.77

93.74%

96.78%

156.60%

辽宁省

84,780,204.76

40,588,351.05

52.13%

-85.66%

-88.94%

-1.53%

37.40%

河北省

88,000.00

42,046.43

52.22%

-99.62%

-99.39%

-25.58%

307,017,613.41

21,359,049.73

93.04%

960.62%

133.68%

35.98%

分地区

其他地区

（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年

同比增减

2016年

销售量

万公斤

78.54

440.21

-82.16%

生产量

万公斤

78.54

440.21

-82.16%

库存量

万公斤

0

0

（5）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2017年

项目
金额

海珍品养殖业

2016年
占营业成本比重

28,590,125.61

金额

46.12%

同比增减
占营业成本比重

343,898,192.75

88.35%

-91.69%

海珍品加工业

12,040,271.87

19.42%

38,802,921.78

9.97%

游戏行业

16,845,632.66

27.18%

6,180,737.26

1.59%

172.55%

4,513,417.07

7.28%

367,105.84

0.09%

1,129.46%

其他

-68.97%

单位：元
2017年

项目
金额

围堰海参

2016年
占营业成本比重

28,574,437.61

海蜇、虾等

金额

46.10%

同比增减
占营业成本比重

343,552,056.75

88.26%

-91.68%

15,688.00

0.03%

346,136.00

0.09%

-95.47%

海参加工品

12,040,271.87

19.42%

38,802,921.78

9.97%

-68.97%

网络游戏

15,683,946.77

25.30%

6,112,304.71

1.57%

156.60%

单机游戏

1,050,509.71

1.69%

68,432.55

0.02%

1,435.10%

367,105.84

0.09%

1,129.46%

推广收入
其他

111,176.18

0.18%

4,513,417.07

7.28%

2017年12月31
日

预测终止时
间
2017年12月31
日

01日

序号

客户名称

19,813.65 不适用

19,193.42

2016年08月16
日

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资产置换报
www.cninfo.com.cn）的《
告书》。

第一名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4,065,067.50

11.24%

2

第二名

24,412,272.90

6.23%

3

第三名

21,997,310.78

5.61%

4

第四名

19,373,448.00

4.95%

5

第五名

16,894,632.50

4.31%

126,742,731.68

32.34%

合计

--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
元）

25,544,972.4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当期预测业绩（
万
元）

当期实际业绩（
万元）

19,193.42

19,811.66

未达预测的原因（
如
适用）

不适用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原预测披露
日期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8-0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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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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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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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2,471.85

在建工程处置利得（
损失以“
-”填列）

0

无形资产处置利得（
损失以“
-”填列）

0

8,109,258.50

-2,471.85

51,620,970.35

合计

43,511,711.85

十、《2017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表” 之“第十六、 其他重要事项” 之 “
6、分
部信息” 之“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
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
之“
分部报告”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6、分部信息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养殖分部

网游分部

其他

分部间抵销

合计

营业收入

585,569,746.64

298,019,328.56

0.00

0.00

883,589,075.20

营业成本

510,336,856.38

16,845,632.66

0.00

10,111,956.96

537,294,446.00

营业费用

42,269,618.10

93,352,213.00

14,411,212.88

0.00

150,033,043.98

利润总额

245,592,401.52

180,340,166.72

-13,921,785.81

-43,809,683.87

368,201,098.56

45,925,188.86

-17,796,361.80

199,667,212.66

198,136,528.52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13,921,785.81

-6,319,973.09

21,808,853.97

-37,489,710.78

346,392,244.59

少数股东收益

86,577,972.58

86,577,972.58

资产总额

3,390,034,902.32

415,396,107.12

58,288,302.86

-1,146,701,636.56

2,717,017,675.74

负债总额

595,215,410.87

119,339,896.62

65,841,906.85

-87,137,620.16

693,259,594.18

2,794,819,491.45

296,056,210.50

-7,553,603.99

-1,059,564,016.40

2,023,758,081.56

股东权益总额
少数股东收益

-475,877.06

-475,877.06

补充信息：
折旧和摊销费用

96,482,003.22

9,145,653.29

257,461.03

13,516,573.94

119,401,691.48

资产减值损失

39,153,477.38

8,211,091.86

1,292.42

1,192,726.91

48,558,588.57

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
3、分部报告
分部利润或亏损、资产及负债
养殖分部

网游分部

营业收入

585,569,746.64

298,019,328.56

883,589,075.20

营业成本

510,294,123.19

16,845,632.66

527,139,755.85

其他

抵销

合计

营业费用

38,337,305.12

93,352,213.00

14,411,212.88

10,111,956.96

156,212,687.96

利润总额

277,358,984.38

180,340,166.72

-13,921,785.81

-70,404,683.87

373,372,681.42

46,869,619.00

-17,796,361.80

230,489,365.38

198,136,528.52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13,921,785.81

少数股东收益

-6,319,973.09

22,753,284.11

-64,084,710.78

350,619,397.31

86,577,972.58

86,577,972.58

资产总额

3,404,902,600.46

415,396,107.12

58,288,302.86

-1,130,747,181.98

2,747,839,828.46

负债总额

579,260,956.29

119,339,896.62

65,841,906.85

-87,137,620.16

677,305,139.60

2,825,641,644.17

296,056,210.50

-7,553,603.99

-1,043,609,561.82

2,070,534,688.86

-475,877.06

-475,877.06

96,482,003.22

7,258,860.79

257,461.03

10,111,956.96

114,110,282.00

2,656,001.43

8,211,091.86

1,292.42

1,192,726.91

12,061,112.62

更正后：
6、分部信息
（2）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项目

养殖分部

网游分部

其他

分部间抵销

壕鑫互联（
北京）网络科技公司2017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9,811.66万元，超过
预测618.24万元

合计

营业收入

93,866,489.61

298,019,328.56

0.00

0.00

营业成本

45,143,814.55

16,845,632.66

0.00

10,111,956.96

61,989,447.21

营业费用

38,337,305.12

93,352,213.00

14,411,212.88

0.00

156,212,687.96

利润总额

277,358,984.38

180,340,166.72

-13,921,785.81

-70,404,683.87

373,372,681.42

39,537,524.32

-17,796,361.80

-6,319,973.09

15,421,189.43

237,821,460.06

198,136,528.52

-13,921,785.81

-64,084,710.78

357,951,491.99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壕鑫互联（
北京）网络科技公司2017年实现净利润19,813.65万元比约定业绩高620.23万元

391,885,818.17

86,577,972.58

86,577,972.58

资产总额

3,404,902,600.46

415,396,107.12

58,288,302.86

-1,130,747,181.98

2,747,839,828.46

负债总额

571,928,861.61

119,339,896.62

65,841,906.85

-87,137,620.16

669,973,044.92

2,832,973,738.85

296,056,210.50

-7,553,603.99

-1,043,609,561.82

2,077,866,783.54

股东权益总额
少数股东收益

-475,877.06

-475,877.06

补充信息：
折旧和摊销费用

更正前：
1、报告期内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情况
□ 是 √ 否

资产减值损失

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
个）

0

更正后：
1、报告期内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情况
√ 是 □ 否
在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应的流程，公司既定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流程为：母、子公司总账会计编制各公司单体财务报表，递交财务部门负责
人审核，财务部门负责人根据审核后的单体报表编制合并报表，合并报表编制后报财务总监
审核，然后交公司内审部门予以内审。 在 2017年度业绩快报编制过程中，相关审核人只是核
对了经办人员的底稿数据，未对底稿数据的来源进一步的核实，致使在业绩快报的数据填报
过程中出现差错。 在后期编制《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时，公司针对发生的业绩快报修
正的情况，仅仅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对应的制度、流程是否完善而认定为不存在重大缺陷，而
没有考虑到公司信息系统不完善、财务人员工作水平欠缺等造成的业绩快报修正的金额已经
达到重大缺陷认定的标准，使得对于 2017年度业绩快报造成偏差。
按照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6,978,254.90元，《2017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9,971,118.06元，存在较大差异，差异金额已经达到重
大缺陷的定量认定标准（错报＞利润总额的5%）。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
准，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在2017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此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暴露出来的问题, 年审会计师也对公司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体系以及内部人员的工作质量、 底稿的可追溯性等提出了完善与整改要
求。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会计队伍的建设，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
报告期内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包括对投资行为未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流
程和信息披露义务。 前述缺陷被发现后，公司内部对相关流程涉及的部门、人员进行专项培
训，以保证今后内部控制流程得以执行。
非财务报告重大缺陷数量（
个）

1

八、《2017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 “二、财务报告” 之“
5、合并现金流量
表” 之“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上期发生额
32,505,000.00

更正后：
项目

96,482,003.22

7,258,860.79

257,461.03

10,111,956.96

114,110,282.00

2,656,001.43

8,211,091.86

1,292.42

1,192,726.91

12,061,112.62

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
3、终止经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九、《2017年年度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 “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
61、
69、资产处置收益” 内容更正如下：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
更正前：
6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单位： 元
本期发生额

项目

本期发生额
86,883,346.67

514,919,068.07

38,379,354.22

326,940,249.35

终止经营利润总额（
C）

48,503,992.45

减：终止经营所得税费用（
D）

收入

成本

收入

876,129,732.35

522,417,388.38

其他业务

7,459,342.85

4,722,367.47

883,589,075.20

527,139,755.85

合计

成本

17,423,931.22

46,427,416.50

170,554,887.50

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
F）

-2,295,399.21

125,628.18

处置收益总额（
G）

159,812,755.18

处置相关所得税费用（
H）

36,980,964.32

处置净利润（
I=G-H）

122,831,790.86

终止经营净利润（
J=E+F+I）

166,963,808.15

170,680,515.6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终止经营利润

166,963,808.15

170,680,515.6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终止经营利润

说明：终止经营情况详见7-1。
4、分部报告
分部利润或亏损、资产及负债
养殖分部

网游分部

营业收入

93,866,489.61

298,019,328.56

391,885,818.17

营业成本

项目

45,143,814.55

16,845,632.66

61,989,447.21

389,248,957.63

781,635,217.21

389,248,957.63

证券代码：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8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董事长
兼财务总监王文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需要，自2018年5月16日起，王文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王文广
先生卸任财务总监职务后，仍在公司担任副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
定，王文广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感谢王文广先生对公司所做的贡献！
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建青
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丁海富先生提名，聘任李建青女士担任公司财
务总监职务。 任期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即2018年5月16日-2019年5月
17日，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附：简历
李建青，女，1972年3月21日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监事会主席；曾获"上虞建筑业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李建青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建青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合计

38,337,305.12

93,352,213.00

14,411,212.88

10,111,956.96

156,212,687.96

277,358,984.38

180,340,166.72

-13,921,785.81

-70,404,683.87

373,372,681.42

39,537,524.32

-17,796,361.80

237,821,460.06

198,136,528.52

净利润

-13,921,785.81

少数股东收益
资产总额

3,404,902,600.46

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总额

415,396,107.12

58,288,302.86

-6,319,973.09

15,421,189.43

-64,084,710.78

357,951,491.99

86,577,972.58

86,577,972.58

-1,130,747,181.98

2,747,839,828.46

571,928,861.61

119,339,896.62

65,841,906.85

-87,137,620.16

669,973,044.92

2,832,973,738.85

296,056,210.50

-7,553,603.99

-1,043,609,561.82

2,077,866,783.54

少数股东权益

-475,877.06

-475,877.06

补充信息：
折旧和摊销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96,482,003.22

7,258,860.79

257,461.03

10,111,956.96

114,110,282.00

2,656,001.43

8,211,091.86

1,292.42

1,192,726.91

12,061,112.62

十一、《2017年年度报告》“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 “九、非经常性损益项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目及金额” 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 “十八、补充资料” 之“
表”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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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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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
元）

原因
主要由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刘德群 签订《
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将海珍品养殖、加工、销售业务相

159,810,283.33 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出售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此项资产处置收益总额15,981万
元计入当期损益，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第十六节、7
51,064,162.78 主要将动迁补偿款等计入当期损益

十二、《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因董事刘晓庆被采取强制措施，公司暂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且刘晓庆无法亲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8-045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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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7年11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98号 ）。
公司已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9,250.47万元，于2018年5月15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
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8-04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
政府奖励扶持资金的公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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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与涡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相关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公告编号：临2018-025

抵销

营业费用

证券代码：002541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及聘任财务总监的
公告

其他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781,635,217.21

187,978,818.72

2,076,575.95

经营活动净利润（
E=C-D）

项目
主营业务

上期发生额

终止经营收入 （
A）
减：终止经营费用（
B）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上期发生额

单位： 元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5
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5月10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11人，实际表决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建青女士为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需要，王文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经公司董事长丁海富先生提
名， 聘任李建青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任期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即2018年5月16日-2019年5月17日，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附：简历
李建青，女，1972年3月21日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监事会主席；曾获"上虞建筑业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李建青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建青女士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389,248,957.63

单位： 元
资产处置收益的来源

原预测披露索引

69、资产处置收益

公告编号：2018-027

781,635,217.21

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损失以“
-”填列）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2016年08月16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日
资产置换报告书》。
cninfo.com.cn）的《

51.97%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89,248,957.63

69、资产处置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下：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证券代码：002375

61,989,447.21

.折旧和摊销费用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销售额（
元）

391,885,818.17

少数股东收益

如相关交易涉及业绩约定的，报告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

100.00%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4,221,770.54

781,635,217.21

补充信息：

七、《2017年年度报告》“第九节 公司治理” 之 “九、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容更正如

供应商名称

6,963,868.75

成本

少数股东权益

六、《2017年年度报告》“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之“
十六 重大关联交易” 之“
2、资产或股权
收购、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其他业务

股东权益总额

原预测披露索引

47,998,889.0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原预测披露

适用）

更正后：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
元）

57,767,676.67

更正后：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产品分类

未达预测的原因（
如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

如相关交易涉及业绩约定的，报告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

行业分类

当期实际业绩（
万元）

100.00%

2

海珍品养殖业

-13.17%

五、《2017年年度报告》“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之“
三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之“
2、公司资产
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达到原盈利预测及
其原因做出说明”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89.66%

5

变动幅度

收入

384,921,949.42

-15.21%

上年同期投资额（
元）

成本

主营业务

项目

报告期投资额（
元）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84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新签海外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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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本公司下属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联邦交通部签订了拉各斯至卡
诺铁路第4号补充实施协议（伊巴丹至卡杜纳段含支线从奥逊伯至阿杜-埃基蒂），为尼日利亚
铁路现代化项目的第4标段。 项目主线（伊巴丹-卡杜纳段）全长616.14千米，新建双线铁路；支
线段全长80.88千米，新建单线铁路。线路设计最高时速150千米/小时，项目工期48个月。合同金
额约66.81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423.28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7年营业收入的
6.22%。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围堰海参

535,978,422.17

63,319,112.20

11.81%

13.04%

-0.49%

-15.73%

网络游戏

250,606,499.23

224,767,862.30

89.69%

96.78%

0.78%

-5.51%

产品名称

上期发生额

收入

项目

更正后：

北京）网络
壕鑫互联（
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 元
本期发生额

自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无法审阅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故其无法保证公
司2017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更正后：
因董事刘晓庆被采取强制措施，公司暂时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且刘晓庆无法亲
自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无法审阅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故其无法保
证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做同步更正。
十三、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之“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
3、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和“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项目

变动幅度

832,500,000.00

15,688.00

销售额（
元）

657.13%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同比减少39.5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确定了
向移动游戏及互联网大文化产业全面转型，海珍品养殖业、加工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86.87%， 海珍品养殖业、 加工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7,200万元所
致；
注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增加明显所致。
1、
四、《2017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五、投资状况分析” 之“
总体情况”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15,683,946.77

合计

同比增减

2016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11,711.85

更正后：
6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合计

-40,994,329.7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040,271.87

客户名称

同比增减

2016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网络游戏

序号

上期发生额

38.65%

4,629,173.03

海参加工品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本期发生额

18,998,880.00

第二名

占营业成本比重

28,590,125.61

资产处置收益的来源

第一名

同比增减

海珍品养殖业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分产品
围堰海参

公告编号：2018-072

2

项目
海珍品养殖业

B52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分行业

游戏

2018年 5 月 17 日 星期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以下简称"BIS"）激活拒绝令，经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本公司A股股份 （简称： 中兴通讯， 代码：
000063）自2018年4月17日开市起停牌并将维持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2018
年4月20日、2018年4月22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6日及2018年5月9日分别
发布了有关本公司A股停牌、BIS签发的命令及相关影响、本公司及相关方采取的行动及本公司
A股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重要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
的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围堰海参

55,419,427.50

26,844,989.89

48.44%

-88.17%

-78.48%

81.85%

网络游戏

250,606,499.23

234,922,552.46

93.74%

96.78%

93.76%

-1.53%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885,818.1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9.86%；营业成本61,989,
447.21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8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271,373,519.41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2%，主要由于公司于2017年9月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将海珍品养殖、加
工、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对外出售，收购壕鑫互联45%股权，公司实现主营业务的全
面转型。
十四、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之“三、独立董事对《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我们认为，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在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更正后：
我们认为，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在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均存在重大缺陷。
十五、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1、标题
更正前：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自
我评价报告
更正后：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
二、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更正前：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
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更正后：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存在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发
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3、“
三、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之“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情况：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情况”
更正前：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重要缺陷。
更正后：
在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应的流程，公司既定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流程为：母、子公司总账会计编制各公司单体财务报表，递交财务部门负责
人审核，财务部门负责人根据审核后的单体报表编制合并报表，合并报表编制后报财务总监
审核，然后交公司内审部门予以内审。 在 2017年度业绩快报编制过程中，相关审核人只是核
对了经办人员的底稿数据，未对底稿数据的来源进一步的核实，致使在业绩快报的数据填报
过程中出现差错。 在后期编制《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时，公司针对发生的业绩快报修
正的情况，仅仅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对应的制度、流程是否完善而认定为不存在重大缺陷，而
没有考虑到公司信息系统不完善、财务人员工作水平欠缺等造成的业绩快报修正的金额已经
达到重大缺陷认定的标准，使得对于 2017年度业绩快报造成偏差。
按照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
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6,978,254.90元，《2017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
告》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9,971,118.06元，存在较大差异，差异金额已经达到
重大缺陷的定量认定标准（错报＞利润总额的5%）。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标准，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在2017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此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暴露出来的问题, 年审会计师也对公司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体系以及内部人员的工作质量、 底稿的可追溯性等提出了完善与整改要
求。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会计队伍的建设，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
4、“
四、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更正前：
在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应的流程，公司既定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流程为：母、子公司总账会计编制各公司单体财务报表，递交财务部门负责
人审核，财务部门负责人根据审核后的单体报表编制合并报表，合并报表编制后报财务总监
审核，然后交公司内审部门予以内审。 在 2017年度业绩快报编制过程中，相关审核人只是核
对了经办人员的底稿数据，未对底稿数据的来源进一步的核实，致使在业绩快报的数据填报
过程中出现差错。 在后期编制《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时，公司针对发生的业绩快报修
正的情况，仅仅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对应的制度、流程是否完善而认定为不存在重大缺陷，而
没有考虑到公司信息系统不完善、财务人员工作水平欠缺等造成的业绩快报修正的金额已经
达到重大缺陷认定的标准，使得对于 2017年度业绩快报造成偏差。
按照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
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6,978,254.90元，《2017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
告》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9,971,118.06元，存在较大差异，差异金额已经达到
重大缺陷的定量认定标准（错报＞利润总额的5%），因此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
在重大缺陷。
在2017年报审计过程中对此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暴露出来的问题, 年审会计师也对公司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体系以及内部人员的工作质量、 底稿的可追溯性等提出了完善与整改要
求。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会计队伍的建设，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
公司无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更正后：
公司无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十六、对《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补
充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内容将与本公告一并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予以更新，敬请投资者查阅。
本更正公告不影响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 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变，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条款（公告编号：2017-102），对于公司自建厂房，涡阳县人民政府比照其他招商引资企业的厂
房租金补贴政策，给予为期三年的补贴。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收到涡阳县人民政府从财政加快支持工业发展资金中拨出5000万
元奖励资金，用以支持公司在涡阳的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的发展。
公司根据协议条款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产面积分批分
期计入营业外收入，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资金的取得将
对公司2018年度及后续三年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8-046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收到政府奖励扶持资金的公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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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涡阳县盛鸿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涡
阳县人民政府从财政加快支持工业发展资金中拨出2330万元奖励资金和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
公司收到涡阳县人民政府从财政加快支持工业发展资金中拨出2600万元奖励资金， 用以支持
公司在涡阳的绿色建筑产业项目的发展。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当期损
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2018年度
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96
债券代码：128012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公告编号：2018-056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季自华
被批准逮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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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季自
华家属提供的盐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 获悉经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季自华已于 2018 年5月15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执行逮捕。
公司已经对其分管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保证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