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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报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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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经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

内容予以更正。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 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之“5、关联交

易情况”之“（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

更正前：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广州粤教金版图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4,034,576.88 67,358,197.05

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6,501,243.62 140,349,023.93

珠海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758,569.60 9,874,224.53

佛山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448,463.08 15,320,377.28

东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3,716,252.90 49,196,280.41

江门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540,815.38 23,565,023.76

中山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3,826,002.66 25,959,833.30

惠州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811,999.06 15,803,370.00

河源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719,980.57 14,350,084.13

梅州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945,837.68 4,789,036.43

汕尾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850,513.32 15,850,506.11

韶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23,517.65 7,224,876.27

阳江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244,573.66 11,613,471.84

汕头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184,612.49 16,088,169.12

揭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901,436.66 5,133,104.78

茂名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0,228,191.13 25,545,491.81

肇庆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565,811.81 20,144,858.18

清远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062,991.21 11,874,852.07

潮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758,992.75 9,931,738.71

云浮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36,908.10 4,093,463.98

鹤山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424,523.31 4,355,965.15

珠海市斗门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838,059.90 3,295,064.70

佛山市顺德区弘迎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017,031.75 23,557,355.35

恩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14,719.05 2,396,745.16

开平市广知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79,715.03 15,107,126.18

和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66,456.83 2,861,116.28

紫金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244,858.02 3,599,405.35

乐昌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85,136.97 2,915,737.06

汕头市潮阳区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126,685.82 12,785,108.02

普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486,614.92 14,533,794.98

信宜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878,924.01 8,331,451.78

怀集县广知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36,098.22 8,110,357.48

罗定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286,750.89 7,369,801.37

佛山市南海区广泓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2,794,354.61 25,241,289.50

南雄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23,625.73 2,490,640.63

龙川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981,627.95 4,860,786.37

阳春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39,249.84 7,833,788.32

阳山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614,254.87 2,778,995.72

始兴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91,427.23 1,281,152.91

饶平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405,380.92 4,727,052.48

梅州市梅县区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718,954.93 1,228,081.78

龙门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91,839.50 2,975,369.71

连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20,685.92 1,490,991.01

惠东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31,677.55 5,641,805.57

惠州市惠阳区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676,145.40 6,717,708.49

惠来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548,871.86 4,154,863.65

化州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64,705.68 8,611,758.59

新丰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48,177.36 1,076,750.03

徐闻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76,034.73 3,183,518.12

新兴县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13,569.05 3,454,269.96

揭西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878,164.64 3,256,389.57

五华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10,804.92 3,766,191.23

梅州市埔丰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24,418.89 5,946,677.31

兴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294,523.19 3,712,090.58

雷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921,208.30 8,380,829.46

郁南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92,218.29 1,787,702.65

陆丰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954,868.78 8,492,366.02

廉江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341,108.12 12,424,408.83

遂溪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75,973.19 5,195,248.05

湛江市港城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125,045.03 13,810,025.23

揭阳市揭东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82,401.30 635,852.81

吴川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80,280.49 9,429,300.46

广东广弘铝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94.56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9,820.00

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682.3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

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

额度

上期发生额

广东华侨友谊总公司 采购商品

104,058.98

广东糖酒酒业连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70,310.27

广东省友谊公司 采购商品

15,015.39

广东省华侨友谊总公司华侨友谊酒店 采购商品

66,982.91

广东糖酒酒业连锁有限公司酒类专卖

店

采购商品

30,512.83

中山金手指房地产开发公司 接受劳务

1,040,000.00

惠州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489,432.29 2,473,316.40

河源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57,692.43 1,111,812.64

梅州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21,925.57 614,765.52

汕尾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6,574.30 1,325,505.76

韶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24,369.84 1,123,969.11

阳江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10,703.65 1,190,375.88

汕头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59,735.06 1,917,036.74

揭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41,715.45 891,725.73

茂名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637,988.75 4,566,573.35

肇庆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64,433.71 2,425,000.58

清远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40,583.23 2,523,860.99

潮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14,213.93 1,573,123.54

云浮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10,515.78 546,849.92

恩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36,621.56 343,289.31

和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35,128.42 351,341.02

紫金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14,370.30 578,412.79

乐昌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32,904.72 381,552.22

汕头市潮阳区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662,457.31 2,795,882.78

普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972,682.74 3,176,992.80

信宜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96,531.04 1,313,320.50

怀集县广知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92,880.31 1,036,169.94

罗定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25,303.60 1,027,140.08

南雄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0,467.71 282,521.98

龙川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70,683.43 675,687.41

阳春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1,132.49 816,855.98

阳山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42,880.51 437,416.87

始兴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5,442.14 161,128.73

饶平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24,132.59 771,840.63

梅州市梅县区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8,283.72 316,884.63

龙门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9,384.61 232,650.98

连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30,543.99 347,763.15

惠东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70,006.11 1,123,094.44

惠州市惠阳区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1,591.03 1,142,862.22

惠来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40,203.01 1,062,421.68

化州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4,044.53 1,663,315.49

新丰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5,618.07 151,833.86

徐闻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34,942.36 577,651.20

新兴县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91,657.26 399,933.81

揭西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77,852.31 741,662.57

五华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2,297.14 961,111.43

梅州市埔丰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64,373.50 703,689.16

兴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38,938.28 665,172.02

雷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67,993.53 1,209,474.33

郁南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26,575.82 322,853.65

陆丰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51,766.80 1,321,377.02

廉江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38,710.90 1,256,352.40

遂溪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61,771.01 709,819.06

湛江市港城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35,553.39 1,427,764.27

揭阳市揭东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96,366.70 652,287.47

吴川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10,168.54 965,517.79

更正原因：工作人员项目分类错误导致。

更正后：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

度

是否超过交易

额度

上期发生额

广东华侨友谊总公司 采购商品

104,058.98

广东糖酒酒业连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70,310.27

广东省友谊公司 采购商品

15,015.39

广东省华侨友谊总公司华侨友谊酒店 采购商品

66,982.91

广东糖酒酒业连锁有限公司酒类专卖

店

采购商品

30,512.83

中山金手指房地产开发公司 接受劳务

1,040,000.00

惠州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489,432.29 2,473,316.40

河源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57,692.43 1,111,812.64

梅州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21,925.57 614,765.52

汕尾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6,574.30 1,325,505.76

韶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24,369.84 1,123,969.11

阳江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10,703.65 1,190,375.88

汕头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59,735.06 1,917,036.74

揭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41,715.45 891,725.73

茂名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637,988.75 4,566,573.35

肇庆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64,433.71 2,425,000.58

清远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40,583.23 2,523,860.99

潮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14,213.93 1,573,123.54

云浮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10,515.78 546,849.92

恩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36,621.56 343,289.31

和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35,128.42 351,341.02

紫金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14,370.30 578,412.79

乐昌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32,904.72 381,552.22

汕头市潮阳区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662,457.31 2,795,882.78

普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972,682.74 3,176,992.80

信宜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96,531.04 1,313,320.50

怀集县广知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92,880.31 1,036,169.94

罗定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25,303.60 1,027,140.08

南雄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0,467.71 282,521.98

龙川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70,683.43 675,687.41

阳春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1,132.49 816,855.98

阳山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42,880.51 437,416.87

始兴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5,442.14 161,128.73

饶平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24,132.59 771,840.63

梅州市梅县区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8,283.72 316,884.63

龙门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9,384.61 232,650.98

连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30,543.99 347,763.15

惠东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70,006.11 1,123,094.44

惠州市惠阳区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1,591.03 1,142,862.22

惠来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40,203.01 1,062,421.68

化州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4,044.53 1,663,315.49

新丰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5,618.07 151,833.86

徐闻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34,942.36 577,651.20

新兴县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91,657.26 399,933.81

揭西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77,852.31 741,662.57

五华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42,297.14 961,111.43

梅州市埔丰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64,373.50 703,689.16

兴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38,938.28 665,172.02

雷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67,993.53 1,209,474.33

郁南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26,575.82 322,853.65

陆丰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51,766.80 1,321,377.02

廉江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238,710.90 1,256,352.40

遂溪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61,771.01 709,819.06

湛江市港城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35,553.39 1,427,764.27

揭阳市揭东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96,366.70 652,287.47

吴川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10,168.54 965,517.79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广州粤教金版图书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4,034,576.88 67,358,197.05

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6,501,243.62 140,349,023.93

珠海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758,569.60 9,874,224.53

佛山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448,463.08 15,320,377.28

东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3,716,252.90 49,196,280.41

江门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540,815.38 23,565,023.76

中山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3,826,002.66 25,959,833.30

惠州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811,999.06 15,803,370.00

河源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719,980.57 14,350,084.13

梅州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945,837.68 4,789,036.43

汕尾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850,513.32 15,850,506.11

韶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23,517.65 7,224,876.27

阳江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244,573.66 11,613,471.84

汕头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184,612.49 16,088,169.12

揭阳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901,436.66 5,133,104.78

茂名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0,228,191.13 25,545,491.81

肇庆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565,811.81 20,144,858.18

清远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062,991.21 11,874,852.07

潮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758,992.75 9,931,738.71

云浮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36,908.10 4,093,463.98

鹤山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424,523.31 4,355,965.15

珠海市斗门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838,059.90 3,295,064.70

佛山市顺德区弘迎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017,031.75 23,557,355.35

恩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14,719.05 2,396,745.16

开平市广知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79,715.03 15,107,126.18

和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66,456.83 2,861,116.28

紫金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244,858.02 3,599,405.35

乐昌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85,136.97 2,915,737.06

汕头市潮阳区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126,685.82 12,785,108.02

普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486,614.92 14,533,794.98

信宜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878,924.01 8,331,451.78

怀集县广知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36,098.22 8,110,357.48

罗定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286,750.89 7,369,801.37

佛山市南海区广泓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2,794,354.61 25,241,289.50

南雄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23,625.73 2,490,640.63

龙川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981,627.95 4,860,786.37

阳春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039,249.84 7,833,788.32

阳山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614,254.87 2,778,995.72

始兴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91,427.23 1,281,152.91

饶平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405,380.92 4,727,052.48

梅州市梅县区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718,954.93 1,228,081.78

龙门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91,839.50 2,975,369.71

连平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20,685.92 1,490,991.01

惠东县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31,677.55 5,641,805.57

惠州市惠阳区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676,145.40 6,717,708.49

惠来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548,871.86 4,154,863.65

化州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64,705.68 8,611,758.59

新丰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48,177.36 1,076,750.03

徐闻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76,034.73 3,183,518.12

新兴县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13,569.05 3,454,269.96

揭西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878,164.64 3,256,389.57

五华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10,804.92 3,766,191.23

梅州市埔丰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24,418.89 5,946,677.31

兴宁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294,523.19 3,712,090.58

雷州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921,208.30 8,380,829.46

郁南县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92,218.29 1,787,702.65

陆丰市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954,868.78 8,492,366.02

廉江市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341,108.12 12,424,408.83

遂溪县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975,973.19 5,195,248.05

湛江市港城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125,045.03 13,810,025.23

揭阳市揭东广弘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82,401.30 635,852.81

吴川市广雅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80,280.49 9,429,300.46

广东广弘铝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794.56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9,820.00

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682.30

2017年年度报告中的错误是由于本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疏忽。公司因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

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

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同时予以更新，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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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6� � �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18-031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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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大 股东周战先

生的通知，获悉周战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大股东周战先生于 2017�年 6�月 21�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100,000股质押给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到期日为 2018�年 6�月 21�日。 目前周战先生已将上述 3,100,

000�股股份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周战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14,361,702�股，占公司总股本7.57%，本次解除质

押后，周战先生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5,5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0%，占公

司总股本的 2.9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829� � �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2018-080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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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8-079）。上述文件对股东天津雷石天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雷石天翼"）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的计量单位披露有误，其拟减持股份数量的计量单位应为"

万股"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雷石天翼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的6个月内， 采取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338.7454股公司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1142%。

更正后：

雷石天翼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的6个月内， 采取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338.7454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1142%。

除上述更正外，《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中披露的其他内容未

变。由于工作马虎，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追究相关

人的责任，并吸取教训，加强管理，严格审查，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93� � � �证券简称：*ST东凌 公告编号：2018-059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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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实业"）《关于提议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东凌实业秉承积极实现全体股东的股东权益保值增值的意愿， 考虑到公司股票价格近来

持续走低，认为公司目前股价已经不能反映公司的真正价值，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提

议如下：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价格不超过6元/股，

回购总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2亿元，回购的股份全部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

本，并提升每股收益水平。

东凌实业表示，相信本次股份回购将有利于维护包括社会公众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制定回购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风险提示： 上述回购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批准后方可实施，因此上述回购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2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反馈意见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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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8062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问题答复。现根据要

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申请文件之证监会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8—76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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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基本情况

（一）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经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德豪润达” ）于

2017年12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德豪润达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豪国际” ）100%股权转让给了公司另一家全资子公司珠

海德豪润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德豪润达” ）。本次股权转让采用平价转让方式进

行， 按香港德豪国际2017年9月30日的每股净资产进行计算，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74.94万

元。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关于将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另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5）。

（二）本次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原因

在合并报表层面，鉴于珠海德豪电气、香港德豪国际均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之间的交易需要进行抵销处理。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调整事项对公司合并报表的财

务数据并无影响。

在单体报表层面， 截止目前， 德豪润达单体报表上对香港德豪国际投资的账面值为277,

645.14万港元，按每次出资时当日的汇率折算后约合人民币236,488.65万元。德豪润达若按原价

格人民币200,074.94万元将香港德豪国际100%股权转让给珠海德豪电气，德豪润达的单体报表

反映的本次股权投资处置损益将为-36,413.71万元。

经与税务部门沟通，为避免德豪润达单体报表产生较大亏损，经公司审慎评估及综合考虑

后，公司拟将香港德豪国际100%股权的转让价格调整为人民币236,488.65万元，即德豪润达单

体报表上对香港德豪国际投资的账面值。本次将香港德豪国际100%股权的转让价格调整为人

民币236,488.65万元后，德豪润达的单体报表反映的本次股权投资处置损益将为0元。

除调整股权转让价格之外，上述香港德豪国际100%股权转让涉及的其他方面不变。

（三）本次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8年6月22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议案》。

本次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股权转让前后香港德豪国际的股东情况

三、本次调整股权转让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调整后，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亦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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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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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6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2018年6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

行。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6）。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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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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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6日、2017年12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同时授权

董事长具体决策及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4）。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7年12月22日，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 《启盈理财产品总协

议》， 以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选期限理财4号 （预约

式）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

2018年06月22日，公司将上述理财产品按期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1亿元，获得理财收益

人民币2,157,808.22元，年化收益率4.40%。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2018年06月22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稳健型880612号

2.币种：人民币

3.产品名义投资期限：185天

4.金额：10,000万元

5.起息日：2018年06月22日

6.到期日：2018年12月24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较高收益率为4.4%/年，较低收益率为1.0%/年

8.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根据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情况，针对理财

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

（二）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并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7年12月22日，公司以人民币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产品（TLB20170383），较高收益率为4.8%/年，较低收益率1.8%/年，起息日为2017年12月22

日，名义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2日。

2017年12月29日，公司以人民币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产品（TLB20170395），较高收益率为4.8%/年，较低收益率为1.8%/年，起息日为2017年12月29

日，名义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9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

元（含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本金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