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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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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监事会需换届选举。

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杨红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

历附后）。杨红文先生将与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一起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6月22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红文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就职于辽宁庆阳化工有限公司热

电厂化学车间及技术部，曾任大连天源基化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任工艺工程师，本公司生产部工艺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生产车间经理。

证券代码：603360� � �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18-040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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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沐百路18号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综合

楼3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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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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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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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刘宪武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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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董事卢平、吴冰、王爱群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现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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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7,133 99.9964 3,000 0.003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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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1,133 99.9894 3,000 0.0035 6,000 0.0071

3、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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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1,133 99.9894 3,000 0.0035 6,000 0.0071

4、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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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1,133 99.9894 3,000 0.0035 6,000 0.0071

5、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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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4,133 99.9929 6,000 0.0071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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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0,133 99.9882 10,000 0.011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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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7,133 99.9964 3,000 0.003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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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7,133 99.9964 3,000 0.003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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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7,133 99.9964 3,000 0.003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刘宪武为董事的议案 85,080,334 99.9767 是

10.02 关于选举王文锋为董事的议案 85,080,334 99.9767 是

10.03 关于选举袁义祥为董事的议案 85,080,334 99.9767 是

10.04 关于选举刘海龙为董事的议案 85,080,334 99.9767 是

10.05 关于选举杨杰为董事的议案 85,080,334 99.9767 是

10.06 关于选举李喆为董事的议案 85,080,634 99.9770 是

2、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吴庆银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85,080,336 99.9767 是

11.02 关于选举刘晓辉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85,080,336 99.9767 是

11.03 关于选举刘永泽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85,080,436 99.9768 是

3、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刘静为监事的议案 85,080,335 99.9767 是

12.02 关于选举黄越为监事的议案 85,080,435 99.976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77,333,3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7,746,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800 69.6969 6,000 30.303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3,800 69.6969 6,000 30.303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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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7,760,799 99.9227 6,000 0.0773 0 0.0000

6

关于2018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7,756,799 99.8712 10,000 0.1288 0 0.0000

7

关于聘用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7,763,799 99.9613 3,000 0.0387 0 0.0000

9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7,763,799 99.9613 3,000 0.0387 0 0.0000

10.01 关于选举刘宪武为董事的议案 7,747,000 99.7450

10.02 关于选举王文锋为董事的议案 7,747,000 99.7450

10.03 关于选举袁义祥为董事的议案 7,747,000 99.7450

10.04 关于选举刘海龙为董事的议案 7,747,000 99.7450

10.05 关于选举杨杰为董事的议案 7,747,000 99.7450

10.06 关于选举李喆为董事的议案 7,747,300 99.7489

11.01

关于选举吴庆银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7,747,002 99.7451

11.02

关于选举刘晓辉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7,747,002 99.7451

11.03

关于选举刘永泽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7,747,102 99.7463

12.01 关于选举刘静为监事的议案 7,747,001 99.7450

12.02 关于选举黄越为监事的议案 7,747,101 99.746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议案，经参加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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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雅楠、朱思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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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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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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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科技”或“公司” ），于2018年6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集团” ）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通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解除质押情况

佳都集团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的无限售流通股1,300,000股， 已于2018年6月

19日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

二、质押回购交易补充质押情况

佳都集团于2018年6月20日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进行了2笔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合计质押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6,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本次质押期限

与原质押回购交易一致。

截止公告日，佳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67,206,0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3%，本次解除质押及补充质

押后佳都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数为122,650,000股，占其持有股份的73.35%，占公司总股本的7.57%。

三、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佳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佳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43,124,1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21.19%，本次解除质押及补充质押后佳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为194,230,000股，占其合

计持有股份的56.61%，占公司总股本的11.99%。

1、股份质押的目的

佳都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为补充质押。

2、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佳都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偿还资金来自于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3、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根据佳都集团与中信证券的约定，本次交易设置履约保障比例预警线，当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

佳都集团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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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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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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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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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5,48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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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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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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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顾友良、周林、谢克人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佳出席会议，副总裁欧阳立东、财务总监王淑华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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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428,878 99.9900 56,600 0.01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章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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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428,878 99.9900 56,000 0.0099 600 0.000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1、议案2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黄巧婷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2日

（上接B122版）

2018年6月19日，中植新能源已出具《关于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诉讼事宜的承诺函》，承诺

其对于上述三项合同纠纷事宜已完全知悉，并了解因此可能导致的各项风险；富嘉租赁75%股权交割

完成后，如因上述纠纷导致的富嘉租赁的资产损失，中植新能源不会向康盛股份进行追偿；该承诺长期

有效。

综上，本次交易中，康盛股份和中植新能源对于富嘉租赁现存的三起合同纠纷并未做出差额赔付、

兜底承诺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中，康盛股份和中植新能源对于富嘉租赁现存的三起合同纠

纷并未做出差额赔付、兜底承诺或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问题八：《报告书》披露，中植一客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非流动负债评估减值9,925.52万元。

请详细说明评估减值的具体内容、原因及合理性。请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本次评估中，中植一客资产基础法下非流动负债评估减值9,925.52万元，均系递延收益减值所致。

递延收益账面价值9,925.52万元，包括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7,975.52万元、生产线改造补助1,950.00万

元。其中：

搬迁补偿款系成都市人民政府因城市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需要， 将中植一客原位于成都市成华区

跳蹬河南路9号的权证号为成国用（2006）字第38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3,807.81平方米，地

上房屋22栋，建筑面积合计13,299.46平方米）收储产生。中植一客于2009年9月至2014年4月间合计收到相

关补偿款13,924.30万元，实际搬迁工作已于2011年完成，期后无需归还相关补偿款，故本次评估为零。

生产线改造补助款系根据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2016年6月15日与成都经

开区管委会和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所产生的

建设补贴资金。截至评估基准日，涉及该补助款的生产线改造项目已经完工，已正式投入生产，具备了

获得2,000万元项目建设补贴资金的条件。同时，鉴于中植一客现为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本项目特别指定改造主体和实施均为中植一客，根据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授权证明，项目补贴

资金直接划拨至中植一客公司账户。中植一客已于2017年11月23日收到相关补助资金2,000万元。鉴于

中植一客已满足相关政府补助条件，期后无需归还相关补助款，故本次评估为零。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中植一客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时非流动负债的减值具有合理性。

问题九：《报告书》披露，烟台舒驰和中植一客有多款车型列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

录》（以下简称“目录” ）中，消费者购买推荐目录车型将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请详细说明近三年《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调整情况及对烟台舒驰和中植一客的影响，未来烟台舒驰和中植一

客应对目录调整拟采取的措施。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一）近三年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调整情况及对标的公司影响

1、2016年末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调整

（1）推荐目录调整情况

2016年12月30日，《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6]958号）发

布，明确提高推荐车型目录门槛并动态调整，其中包括增加整车能耗要求、提高整车续驶里程门槛要

求、引入动力电池新国标以及提高安全要求等。与此同时，根据《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

车型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机函[2017]2号），2016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

录》1至5批需重新核定，企业应按照新的技术要求进行申报。

对于标的公司主营产品新能源客车和专用车而言，根据《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方案及产品技术要

求》，新能源客车技术门槛要求调整如下：1）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Ekg）不高于0.24Wh/km·kg；2）

纯电动客车（不含快充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续驶里程不低于200公里（等速法）；3）电池系统总质

量占整车整备质量比例 （m/m） 不高于20%；4） 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要高于

85Wh/kg，快充类纯电动客车快充倍率要高于3C，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车节油率水平要高于

40%。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技术门槛要求调整如下：1）装载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不低于90Wh/Kg;纯

电动货车、运输类专用车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Ekg）不高于0.5Wh/Km·kg，其他类纯电动专用车吨

百公里电耗（按试验质量）不超过13KWh。

（2）推荐目录调整对标的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技术标准提升和重新核定的要求对全行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根据中汽协数据统计，2017年1-4月新能源商用车销售量为8,588辆，同比累计下降71.60%，其中新能

源商用车4月销量为3,883辆，同比下降64.20%，受技术要求调整影响全行业生产经营基本停滞。

2017年度以来，全行业车企按照新的技术要求重新对标，工信部陆续发布重新核定的推荐目录，标

的公司主要生产车型于2017年4月1日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17年第3批）》中

取得推荐资质，于2017年4月27日发布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十批）》取得免

征购置税资质，至此方才具备组织生产销售的客观条件，从而推迟了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导致标

的公司2017年上半年产销量大幅下降，从而使得标的公司上2017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降。

2、2018年初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调整

（1）推荐目录调整情况

2018年2月12日，《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发

布，提高推荐目录的技术门槛要求，包括进一步提高纯电动乘用车、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专用车动力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门槛要求、提高新能源汽车整车能耗要求、不断提高燃料电池汽车技术门槛。2018年

2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期间原已进入推荐目录的车型仍可获得中央财政补贴；

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调整后的新目录，2017年目录内符合调整后补贴技术条件的车型，可直接列入新

的目录。

对于标的公司主营产品新能源客车和专用车而言，根据2018年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方案及产

品技术要求》， 新能源客车技术门槛要求调整如下：1） 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 （Ekg） 不高于

0.21Wh/km·kg；2）纯电动客车（不含快充类纯电动客车）续驶里程不低于200公里（等速法），插电式

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车纯电续驶里程不低于50公里（等速法）；3）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电池系统

能量密度要高于115Wh/kg，快充类纯电动客车快充倍率要高于3C，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车

节油率水平要高于60%。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技术门槛要求调整如下：1）装载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

不低于115Wh/kg；2）纯电动货车、运输类专用车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Ekg）不高于0.4Wh/km·kg；

3）作业类纯电动专用车吨百公里电耗（按试验质量）不超过8kWh。

（2）推荐目录调整对标的公司的影响

由于此次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技术门槛提高存在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2017年度以来已

进入推荐目录的车型仍可获得中央财政补贴，未影响标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开展。过渡期结束后，调

整后的新目录自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2017年目录内符合调整后补贴技术条件的车型，可直接列入新

的目录。截至本回复签署日，烟台舒驰、中植一客分别有20款、11款新能源车型列入到现行有效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中，消费者购买推荐目录车型将享受中央财政补贴，此次推荐目录

调整由于合理设定了过渡期等安排，从而未对标的公司的生产销售产生较大影响。

（二）标的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近三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两次调整，均围绕着提升整车能耗、续驶里程以及

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等展开，旨在提升新能源汽车经济性、动力性和安全性等。根据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

政策，将不断提高推荐车型目录技术要求，不断加快产业革新、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最终使得新能源

汽车与传统汽车相比具有市场竞争力。为应对政策变化，标的公司自2017年以来不断加强车型开发和

推荐目录申报工作，提升新车型的各项技术指标，未来还将继续加大投入扩大车型系列和数量，提升市

场占有率。

标的公司主营产品技术指标均大幅优于推荐目录要求。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标的公司纳入最新调

整后的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的车型共计31款，其中新能源客车21款，新能源专用车10款。标的公司新能

源客车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平均为0.19� Wh/km·kg，续航里程平均为272公里，电池系统总质量占整

车整备质量比例平均不超过13%，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平均达到133.10� Wh/kg。标的公司新能源专用车

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平均为0.27Wh/Km·kg，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平均达到123.14Wh/Kg。标的公司车

型主要技术参数平均值大幅优于当前推荐目录门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未来，标的公司将不断提高配套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并加快推进整车轻量化设计，从而提高续航

里程。标的公司还将加强对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质量控制，尤其是严选能量密度高、

安全性强、循环寿命长以及充放电性能较优的锂电池产品。此外，标的公司将不断拓宽产品系列，包括

燃料电池客车、快充类纯电动客车等，提高市场竞争力。

问题十：《报告书》披露，2016年和2017年，烟台舒驰和中植一客前五大客户变动较大，且多为当年

新增客户。请详细说明前五大客户发生变动的原因，并结合行业特性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详细说明

变动的合理性。请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一）前五大客户发生变动的原因

1、烟台舒驰

报告期内，烟台舒驰前五名客户变动较大，主要系受到烟台舒驰自身业务结构变化、市场拓展以及

新能源汽车推广普及政策等因素影响。一方面，报告期内烟台舒驰逐步完成从传统车制造向新能源汽

车制造的转型升级，并立足山东优势市场不断向外进行拓展。另一方面，在国家及各地推广新能源物流

车的支持下，烟台舒驰利用市场机遇，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

烟台舒驰自2015年起开始逐步转向生产新能源汽车。2016年度， 烟台舒驰实现新能源客车销售2,

317辆，销售对象主要为公交客运客户以及区域性的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2017年度，受新能源物流车

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爆发的影响，烟台舒驰迅速切入新能源物流车市场，实现销售新能源客车

971辆、新能源物流车3,679辆，新能源物流车主要应用于市内中短途货物运输，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丰富

导致主要客户发生变动。

2、中植一客

报告期内，中植一客前五名客户变动较大，主要系受到中植一客自身业务结构变化和地域市场拓

展等因素影响。一方面，报告期内中植一客逐步完成从传统车制造向新能源汽车制造的转型升级；另一

方面，随着业务的不断成熟，中植一客依托于西南市场，不断向西北、华东、华北等市场辐射。

2016年度，中植一客主要车型于当年12月进入2016年第四批推荐目录，由于销售市场尚未完全打

开，主要客户限于成都地区。2017年度，中植一客实现销售新能源客车759辆、新能源物流车1,541辆，中

植一客依托位于四川成都的地理优势，进一步深耕西南地区市场，同时销售网络向西北、华东、华北等

市场拓展，此外中植一客全资子公司中植淳安亦开始销售新能源汽车，导致主要客户发生变动。

（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由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未披露前五大客户具体名称， 选取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申龙客车、珠

海银隆进行对比，具体如下：

申龙客车

序号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1

安徽融智天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新

增）

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 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太原市同润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新

增）

东莞市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

3

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新

增）

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新增）

上海驿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4 上海嘉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新增）

上海巴士物资采购管理有限公司（新

增）

天津滨海新区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

（缅甸）Shwe�Sin�SetKyar�Co.�Ltd（新

增）

湖南新沃运力汽车有限公司（曾用名

“湖南运创租赁有限公司” ）等（新增）

（泰国）Siam�Standard�Energy�Co.,Ltd.

珠海银隆

序号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1 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新增） 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补助资金

珠海市神通电动车能源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 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补助资金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新增） 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补助资金

3 邯郸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珠海市神通电动车能源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珠海盈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欧辉

客车分公司（新增）

邯郸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新增） 北京北旅时代商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5 咸宁枫丹公共交通公司（新增） 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新增） 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

注：与以前年度相比为新增客户的，在企业名称后注明了“新增”字样。

同行业可比公司申龙客车、珠海银隆各期前五大客户均发生较大变动，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

客户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无明显差异。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发生变动，系受到标的公司自身业务结

构变化、市场拓展以及新能源汽车推广普及政策等因素影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一致，前五大客户

变动具有合理性。

问题十一：《报告书》披露，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中植新能源以1.39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分别受

让一汽客车和成客股份分别持有的中植一客的20.40%和19.60%股权， 对应中植一客100%股权作价3.26

亿元，评估值3.06亿元，转让价格略高于评估值。请详细说明转让价高于评估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一）受让一汽客车所持有中植一客股权的转让价高于评估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6年11月，中植一客原股东一汽客车拟出让其持有的中植一客20.40%股权。2016年11月8日，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6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中植一客100%股权的

评估值为30,612.82万元， 对应中植一客20.40%股权的评估值为6,245.02万元。2016年11月30日至2016年

12月27日，一汽客车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产权交易公告，公开征集上述股权的买受方，挂牌价格为

6,650.00万元，挂牌条件中明确，挂牌期满若只征集到一家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若征集到

两家及以上意向受让方，则以竞价方式组织交易。公告期满，仅中植新能源提交了受让申请，北京产权

交易所确认中植新能源为本次交易受让方，交易方式为协议转让，成交价格为6,650.00万元。同日，中植

新能源与一汽客车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综上所述， 中植新能源受让一汽客车所持有的中植一客20.40%股权系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完成，

交易价格系按照挂牌价格确定，原股东一汽客车根据中植一客当时的经营现状选择了略高于评估价格

的挂牌价格，受让方中植新能源认为挂牌价格具有合理性，故选择提交申请成为意向受让方。上述交易

价格实为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自主商业选择，交易价格和评估价格差距较小，具有合理性。

（二）受让成客股份所持有中植一客股权的转让价高于评估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1月，成客股份拟转让其持有的中植一客19.60%股权，中植新能源拟受让上述股权，经双方

协商， 决定参照前次一汽客车向中植新能源转让中植一客20.40%股权时的成交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2017年1月，中植新能源与成客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本次受让成客股份所持有的中植一客

19.60%股权的成交价格为6,389.00万元。上述交易价格系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和前次评估价格差

距较小，和前次交易价格一致，具有合理性。

问题十二：《报告书》披露，烟台舒驰和中植一客以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且新能源汽车完成车辆

登记上牌时点确认收入和应收补贴款，而不以车辆行驶里程达到补贴标准作为收入确认依据。请详细

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合规性。请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收入确认标准的规定

根据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等38项具体

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二）企业既

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三）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

标的公司将车辆销售给客户，客户依照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进行车辆上牌、登记，完成上牌

和登记后车辆可以上路行驶，至此客户能够完全自主支配使用车辆，不受标的公司的支配和影响，使用

车辆产生的风险由客户承担，使用车辆产生的收益由客户享受，即符合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客户，且标的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

施有效控制；车辆销售金额根据销售合同约定的金额能够可靠确认，且销售车辆产生的经济回报亦能

按照合同进行收回；标的公司根据销售合同中客户具体车型需求分批次归集成本生产，相关成本能够

可靠计量。

因此，标的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以最终消费者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时点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有关收入确认标准的规定。

（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资产确认标准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符合该等规定的资产定义的资源，在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资产：（一）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

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号），补助对

象是消费者；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按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

算，中央财政按程序将企业垫付的补助资金再拨付给生产企业。根据《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6]958号），自2017年1月1日起，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

贴，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驶证年

度执行。根据《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自2018年

2月12日起，对私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民航机场场内

车辆等申请财政补贴不作运营里程要求； 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财政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调整为2

万公里，车辆销售上牌后将按申请拨付一部分补贴资金，达到运营里程要求后全部拨付，补贴标准和技

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驶证年度执行。

因此，标的公司将新能源汽车销售给客户，以最终消费者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时点确认收入，此时车

辆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客户， 标的公司拥有按程序与中央财政结算国家补贴的权利，

对应补助款项已成为过去交易形成的资源； 在车辆登记上牌时点标的公司能够确定车辆补贴标准，以

及确定扣除补贴后应与消费者结算部分的金额，即车辆销售收入对应价款的价值能够可靠计量；且标

的公司新能源汽车产品及产品核心部件的质量保证政策为五年或二十万公里， 产品行驶里程达到2万

公里以申请补贴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此外自2017年以来，标的公司与客户新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买

方自车辆登记挂牌后，应在购车后一定期间内车辆行驶里程达到补贴标准，如因买方原因造成卖方不

能申领国家补贴的，买方应就未能获得补贴的金额向卖方做出补偿，由此预期与收入对应价款有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标的公司。

综上，标的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在最终消费者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时点，将收入对应价款的未回收

部分确认应收账款，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的规定。

（三）新能源汽车以上牌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原因

根据《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号），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申报中央财政补贴时，需要提交销售车辆的注册登记信息。根据《关于调

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6]958号）、《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驶证年度执行。

因此，若以车辆交付时点作为销售收入确认时点，后续如车辆未办理完成上牌或上牌年度补贴标

准发生变化，生产企业将无法申报或降额申报中央财政补贴，其收入金额将不能可靠地计量，存在应收

补贴款无法回收的风险。为谨慎起见，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标的公司以车辆完成登记上牌时点确认

主营业务收入和应收账款，并相应结转成本；对于传统汽车的销售，标的公司以车辆根据约定交付客户

并开具发票时确认销售收入。

（四）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时点

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时点

中通客车

（000957.SZ）

对于内销产品，合同约定客户自行提车的，以客户验收合格并提车出门后确认收

入实现；合同约定公司送车至客户指定地点的，以车辆送达后客户经验收合格并

签收后确认收入实现。

宇通客车

（600066.SH）

内销是在合同签订后，公司根据合同要求组织生产，于仓库发出商品、开具出库

通知单并获取客户签收单据，获得收取货款的权利时确认收入。

安凯客车

（000868.SZ）

产品销售根据约定交付客户并开具发票时确认销售收入。

众泰汽车

（000980.SZ）

新能源汽车以经销商销售给终端消费者且新能源汽车完成车辆注册登记时点确

认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并相应结转成本。

珠海银隆

（000651.SZ格力电器重组标的）

根据合同订单组织生产，于仓库发出商品、根据合同约定送达货物交收地点，并

获取客户验收签章后确认收入。

九龙汽车

（002176.SZ江特电机重组标的）

在产品交付经销商或终端销费者后，确认销售收入。

申龙客车

（000413.SZ东旭光电重组标的）

产品销售根据约定交付客户并开具发票时确认销售收入。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时点

烟台舒驰、中植一客

新能源汽车销售以取得已售车辆上牌登记产权转移时确认销售收入； 传统汽车

销售根据约定交付客户并开具发票时确认销售收入。

注：上述资料取自于中通客车、宇通客车、安凯客车2017年年度报告及众泰汽车、格力电器、江特电

机、东旭光电重组报告书。

对于新能源汽车销售收入确认时点，除众泰汽车与标的公司一致以新能源汽车完成车辆上牌登记

时点确认销售收入以外，其他比较对象均以产品交付客户时点确认销售收入，标的公司以上牌时点确

认销售收入晚于交付时点，收入确认依据更为谨慎。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众华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以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且新能源汽车完成车辆登记上牌时

点确认收入和应收补贴款，会计处理是合规性的。

问题十三：《报告书》披露，2017年末，烟台舒驰向中植新能源借入资金余额12.89亿元，中植一客向

中植新能源借入资金余额11.18亿元。请详细说明烟台舒驰和中植一客向中植新能源借款的具体时间、

期限、利率、借款用途、后续还款安排等。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一）具体时间、期限、利率及借款用途

1、烟台舒驰

报告期内，烟台舒驰向中植新能源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度

发生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借款用途

2017年1月 2,744.42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2月 1,325.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3月 225.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6月 12,04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8月 5,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9月 7,5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10月 9,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11月 9,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12月 10,3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合计 57,134.42 - - -

2016年度

发生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借款用途

2016年1月 12,000.00 一年以上 4.35% 促进产品转型，推广新能源汽车发展

2016年2月 3,000.00 一年以上 4.35% 促进产品转型，推广新能源汽车发展

2016年3月 23,000.00 一年以上 4.35% 促进产品转型，推广新能源汽车发展

2016年4月 10,000.00 一年以上 4.35% 促进产品转型，推广新能源汽车发展

2016年7月 12,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6年8月 7,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6年10月 7,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6年11月 7,3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6年12月 4,2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合计 85,500.00 - - -

2、中植一客

报告期内，中植一客向中植新能源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度

发生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借款用途

2017年1月 4,6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5月 1,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6月 7,138.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7月 5,8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8月 8,175.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9月 7,576.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10月 6,15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11月 14,000.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7年12月 7,363.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合计 61,802.00 - - -

2016年度

发生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借款用途

2016年5月 2,265.00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2016年12月 60,742.36 一年以内 4.35% 营运资金借款

合计 63,007.36 - - -

（二）后续还款安排

1、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有关约定

根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务的履行，中植新能源同意

以其为烟台舒驰业务发展提供的资金支持，作为本次交易补偿义务的履约保证金。若中植新能源在业

绩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未按照约定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上市公司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

除。业绩承诺期间内，中植新能源应保证在业绩承诺期各期末履约保证金余额符合如下规定：履约保证

金余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烟台舒驰51%的股权交易对价－中植新能源累积已补偿金额。

2、关于还款的其他安排

鉴于标的公司从事新能源汽车业务需要大量营运资金， 为保障业绩承诺期间内标的公司稳健经

营， 中植新能源承诺在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筹措到对应资金支持或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方可逐步收回该等资金支持，且还款安排需经上市公司事前同意。

问题十四：《报告书》披露，烟台舒驰租赁的多处资产租赁期限较短且即将到期，请详细说明续期

安排与进展，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情况以及对烟台舒驰生产经营的影响。请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复：

一、补充说明内容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烟台舒驰及其子公司租赁期限即将到期的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地点

租赁面积

（平方米）

原租赁期限

1 谷惠敏 山西溢海涌 太原市迎泽大街万邦国际2204房 47.25

2017.7.1-

2018.7.1

2 韩冰 天津溢海涌 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118号133 98.78

2017.9.10-

2018.9.9

3 纪瑛 烟台舒驰 襄阳市樊城区1楼4单元1811号 48.00

2017.9.6-

2018.9.5

4 王晓丽 烟台舒驰 合肥市瑶海区万达广场1#写字楼1124室 48.00

2017.8.7-

2018.8.7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上述即将到期的租赁房产均尚未签订续期的租赁协议，烟台舒驰正在或将在

租赁期限临近到期之时与出租方协商续租事宜。

由于上述租赁房产均系烟台舒驰销售子公司的办公用房，租赁面积较小，且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

并非烟台舒驰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产，届时若无法续期对烟台舒驰的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烟台舒驰即将到期的租赁房产均系烟台舒驰销售子公司的办公用房，

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并非烟台舒驰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产，届时若无法续期对烟台舒驰的生产经营

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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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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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8年6月21日在

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小井甲7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召开2日前以书

面或电子邮件方式传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晓兆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6人，实际出

席的董事6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与Album� Investment� Private� Limited（卖方）及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卖方担保方）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购买协议》（SHARE� PURCHASE� AGREEMENT），收购卖方持有的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 100%股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同意公司签署该协议。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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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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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6月21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内

蒙古赤峰市新城玉龙大街金帝大厦B座1区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召开2日前书面传达各位监

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杜宝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Album� Investment� Private� Limited（卖方）及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卖方担保方）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购买协议》（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收购卖方持有的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 100%股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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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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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1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6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份购买协议>的议案》。 同日， 公司与Album�

Investment� Private� limited（简称"卖方"）及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卖方担保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购

买协议》（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公司拟收购卖方持有的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

（简称"MMG� Laos"）100%股权，（简称"本次交易"），MMG� Laos持有Lane� Xang� Minerals� Limited （简称

"LXML"）90%股权，LXML为位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Sepon矿山的拥有人。

本次交易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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