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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监

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选举黄旭晖女士、林向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

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田中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

公司于 2018�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29）和《关于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30）。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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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了顺利完成新一届

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召

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名，独立董事4名。同意选

举黄奕豪先生、宿利南先生、阮加勇先生、黄爱武先生、郑维宏先生、杨坚平先生、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沈任波先生、叶东毅先生、徐军先生、童建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

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2018年4

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8）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未发现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亦未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且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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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7日。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17日上午 9: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金山大道618号橘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技园22栋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64,861,3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40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62,689,0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03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72,2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7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73,698,3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63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71,526,1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26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72,2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724％。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浩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奕豪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提案1.00《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3％；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47％；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提案2.00《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2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提案3.00《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47％；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7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提案4.00《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2％； 弃权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58％； 弃权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提案5.00《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提案6.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低风险理财产品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656,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7％；反对2,200,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8309％；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494,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90％；反对2,200,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986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提案7.00《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14,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82％；反对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2％；弃权727,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51,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72％；反对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58％； 弃权727,43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87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提案8.00《关于2018年信贷使用及票据质押计划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4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8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提案9.00《2017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4％； 弃权1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22％； 弃权1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3％。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提案10.00《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1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2％； 弃权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1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58％； 弃权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提案1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838,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75,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5％。

表决结果：通过。

12、逐项审议累积投票提案1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选举黄奕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38,8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6%。

表决结果：通过，黄奕豪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选举宿利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39,3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6,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表决结果：通过，宿利南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选举阮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0,0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7,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

表决结果：通过，阮加勇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选举黄爱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2,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9,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0%。

表决结果：通过，黄爱武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5选举郑维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4,1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81,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7%。

表决结果：通过，郑维宏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6选举杨坚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6,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8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7%。

表决结果：通过，杨坚平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7选举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7,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84,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

表决结果：通过，林腾蛟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逐项审议累积投票提案13.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选举沈任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38,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5,8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

表决结果：通过，沈任波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选举叶东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38,9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6,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

表决结果：通过，叶东毅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选举徐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0,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3%。

表决结果：通过，徐军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4选举童建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5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87,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表决结果：通过，童建炫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逐项审议提案14.0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4.01选举黄旭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38,8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75,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5%。

表决结果：通过，黄旭晖女士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4.02选举林向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845,0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73,682,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9%。

表决结果：通过，林向晖先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浩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

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2018年 5 月 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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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3�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8-042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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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俊民先

生的函告，获悉王俊民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王俊民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流通股1,340万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5月15日，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5月15日。相关股票质押初始交易及质押登

记已于2018年5月15日办理完毕。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

万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王俊民

为控股

股东之一

1,340

2018

年

5

月

15

日

2019

年

5

月

15

日

或质权人办理

完毕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35%

个人资

金需求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王俊民先生于2018年5月16日办理了2017年3月2日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直接持有的本公

司高管锁定股2,230万股其中1,070万股的部分购回交易，并完成了上述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68%。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5月16日，王俊民先生共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9,55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9%，共计质押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76,5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4%，占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44.18%。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相关单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42� � �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18-38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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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潘先文先生、潘呈恭先生通知，获悉将

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或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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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潘先文 是

4,803,100

2018

年

5

月

16

日

2019

年

5

月

11

日

申港证券有

限公司

2.25%

个人资金

需求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6年9月20日，潘呈恭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14,850,000股质押给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编

号：2016-076），2017年9月8日，公司实施2017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潘呈恭先生质押股票数量相应增加

14,850,000。2018年5月15日，潘呈恭先生将其累计质押股份29,700,000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5月16日，潘先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13,294,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37%；其所持公司

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额为145,473,1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8.20%，占公司总股本的33.67%。潘呈恭先

生持有本公司29,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8%，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额为0股。

4、公司股东潘先文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股权变更。

备查文件

1、交易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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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5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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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南京 董事 工作原因 熊海涛

公司负责人熊海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昌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虹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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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46,620,624.81 1,343,760,620.51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671,118.60 -26,328,641.56 10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017,357.07 -39,137,181.42 9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1,310,169.74 270,187,962.99 -32.8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2 -0.0657 106.3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2 -0.0657 106.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1.60%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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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17,269,263.26 4,125,822,404.75 -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83,088,730.11 1,181,774,456.5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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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8,6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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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46,985.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6,122.26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953,328.68

合计

4,688,47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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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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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8% 104,198,900

袁颜 境内自然人

3.39% 13,612,715

谢金成 境内自然人

3.00% 12,046,000 9,034,500

广东毅昌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0% 11,612,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6,022,5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73% 2,930,000

谭虹华 境内自然人

0.60% 2,416,699

王辉 境内自然人

0.56% 2,238,301

张国民 境内自然人

0.51% 2,048,400

瞿浙东 境外自然人

0.50% 2,0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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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198,9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4,198,900

袁颜

13,612,715

人民币普通

股

13,612,715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11,61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61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6,022,500

人民币普通

股

6,022,500

夏重阳

2,93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930,000

谭虹华

2,416,699

人民币普通

股

2,416,699

王辉

2,238,301

人民币普通

股

2,238,301

张国民

2,048,4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48,400

瞿浙东

2,023,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23,900

余英

1,832,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3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大股东中

，

谢金成是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

，

除此之外

，

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张国民通过证券公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450000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0.11%

；

公司股东余英通过证券公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18321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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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95.77%，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应收票据增加；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45.75%，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的预付款项增加；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94.58%，主要原因系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增加；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62.06%，主要原因系期末在安装设备增加；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78.28%，主要原因系预付的设备款增加；

6、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229.51%，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收到的投资款增加；

7、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96.72%，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的流转税增加导致相应的附加税

增加；

8、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8.58%，主要原因系本期利息费用减少；

9、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252.94%，主要原因系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

10、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21.82%，主要原因系毛利有所增加；

11、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92.2%%，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12、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78.46%%，主要原因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13、利润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38.01%，主要原因系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支变动所致；

14、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80.77%，主要原因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相应计提的所得税增加；

15、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3.52%,106.35%，主要原因系利润

总额及所得税费用变动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2.89%，主要原因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减少、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49.38%，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的土地款增加；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850.23%；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减少、偿还借款

增加；

19、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系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准则要求将资产处置损益调整到

资产处置收益；

20、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系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准则要求将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调整到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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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公司江苏设计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与新乐视智家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乐视智家” ）签订了《新乐视智家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债转股协议书》，约定

以江苏设计谷对新乐视智家现有债权中的2.4亿元转为对新乐视智家的股权增资， 本轮增资最终完成后持

有新乐视智家股份2.40%。上述增资已经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子公司签署债转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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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8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

亏为盈

（

万元

）

0

至

2,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5,237.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整机业务有所好转

，

毛利有所提升

，

业绩有所好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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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熊海涛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8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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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4日以邮件、 传真和电话等

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8年5月17日下午在公司中央会议室召开，应参加监事3

名，实参加监事3名。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表决，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为子公司安徽

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子公司以

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7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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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 因工

作人员录入错误，需对以下内容进行更正：

一、在《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原文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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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8,326,283.77 270,187,962.99 -30.30%

…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1,310,169.74 270,187,962.99 -32.89%

…

二、在《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中“第三节 重要事项”原文为：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0.30%，主要原因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减少、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

更正后：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2.89%，主要原因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减少、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

三、在《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财务报表”原文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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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45,850,939.62 1,502,509,040.44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11,426,944.03 1,729,673,09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326,283.77 270,187,962.99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930,350.09 256,636,536.60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9,404,340.27 230,679,263.20

…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52,867,053.65 1,502,509,040.44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18,443,058.06 1,729,673,09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310,169.74 270,187,962.99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946,464.12 256,636,536.60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6,420,454.30 230,679,263.20

…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76,587,858.10 686,073,996.81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5,548,174.62 760,922,84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58,504.08 42,176,403.04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491,130.88 108,823,907.97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5,944,600.82 178,093,860.34

…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76,315,227.51 686,073,996.81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5,275,544.03 760,922,84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531,134.67 42,176,403.04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218,500.29 108,823,907.97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5,671,970.23 178,093,860.34

…

以上内容现已在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更正，更正事项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

成影响。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正后）》和《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更正后）》。对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6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

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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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7日，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公司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毅昌” ）根据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拟以房屋

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自有资产作为抵押物向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融资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期限不超过2年（具体融资金额将视江苏毅昌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和审批情况在上

述授权范围内确定）。

2、截止2018年5月17日，上述拟用于抵押的自有资产金额约为1.4亿-1.8亿。具体抵押资产金额以双方认

可为准，具体抵押比例、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相关事项以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

3、本次江苏毅昌用于抵押的自有资产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上述事项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即可生效。

本次江苏毅昌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事项，是为了保证江苏毅昌日常经营业务的稳定发展，对公司

不存在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5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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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担保概述

1、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毅昌”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将在合理公允的合同

条款下，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的基本授信额度，由本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安徽毅昌将根据其发展状况与资金使用计划，审慎使用该笔授信额度。

2、对外担保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额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23%， 被担保人安徽毅昌2018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66.1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

需提交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叁佰零柒万圆整

股权结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法定代表人：吴强

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精密塑胶及制品的生产、装配、销售;家电产品、五金模

具、五金冲压件及相关材料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钣金原料、玻璃制品销售；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状况（单位：元）

2018

年

3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49,859,593.81 562,524,757.16

负债总额

363,683,575.18 372,417,584.88

流动负债总额

354,675,715.25 366,845,059.23

净资产

186,176,018.63 190,107,172.28

2018

年

3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27,946,748.45 498,472,919.48

利润总额

-4,798,934.80 -31,298,206.96

净利润

-3,931,153.65 -31,184,456.3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安徽毅昌将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塘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万元的基本授信额度，有效期为壹年，全部授信额度本金及利息由本公司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四、对外担保的原因、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安徽毅昌提供担保支持，是为满足安徽毅昌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要，目前安徽毅昌财务状

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预计以上担保

事项不会给本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2018年5月17日，公司（含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9.22亿元，占2017年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的78.0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5.22亿元；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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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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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4日以邮件、 传真和电话等

形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8年5月17日下午在公司中央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董事7

名，实参加董事5名，董事熊海涛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董事何宇飞代为表决；董事丁金铎因工作原因，书面

委托董事何宇飞代为表决。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为子公司安徽

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子公司以

自有资产抵押申请融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