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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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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投资” ）及持股5%以上股东贾虹女士的通知，获悉达实投资质押给华鑫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的16,25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达实投资所持有本公司的10,8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贾虹持有的3,64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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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达实投资 是 16,250,000 2017年10月23日 2018年6月21日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4.49%

合 计 -- 16,250,000 -- -- -- 4.4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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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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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实投资 是 10,800,000 2018年6月21日

2018年9月6日，11

月28日

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2.99% 融资

贾虹 否 645,000

2018年6月20日，

6月22日

2018年12月04日，

12月18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46% 融资

贾虹 否 3,000,000 2018年6月22日 2018年9月10日

中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2.15% 融资

合 计 -- 14,445,000 --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达实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61,749,581股，占公司总股本18.83%，其所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302,521,431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83.63%，占公司总股本的15.74%；

贾虹持有公司股份139,36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7.25%，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00,

889,900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72.39%，占公司总股本的5.25%。

四、备查文件

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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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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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顺灏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丹先生的通知，获悉控股股东顺灏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王丹先生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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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顺灏投资 是 3,000,000 2018.6.19 2018.7.26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79% 补充质押

王丹 是 3,000,000 2018.6.20 2018.12.13

中邮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77% 补充质押

王丹 是 5,000,000 2018.6.21 2018.11.5

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61% 补充质押

合计 11,000,0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顺灏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7,422,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61%。本

次补充质押完成后，顺灏投资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4,9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5%；顺

灏投资的一致行动人王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8,483,8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30%。本次补充

质押完成后，王丹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82,4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63%。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票质押为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控股股东顺灏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丹先生质

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股

东的股票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56� � � �证券简称：恒丰纸业 公告编号：2018-015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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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7月4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56 恒丰纸业 2018/6/27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8年6月19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持有32.60%股份的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在2018年6月22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工作内容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司

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

建工作内容，现作出如下修订：

增加第八章,内容如下:

第八章 党建工作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加强国有企业党的

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

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贯彻执行，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加强。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党建工作在集团公司党委领导下，设立党支部，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开展党

建工作，包括：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组织年度工作计划；研究布置党群工作，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

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妇女等群众组织；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研究

讨论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研究

讨论其它应由党组织决定的事项等。要加强和改进组织自身建设，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

本企业的贯彻执行，组织落实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和指示。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重大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应事先听取党组织的意见。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由上级党组织按照领导干部管理规定进行考察酝酿并提出意见； 除应由股东或董事会决定聘任以

外的管理人员人选，要听取党组织集体研究提出的意见建议。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党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等，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

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其他条款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8年6月1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7月4日 13点 30分

召开地点：公司第一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7月4日

至2018年7月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2

审议 《关于<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的

议案》

√

3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工作内容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 2018�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第四项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徐祥、潘泉利、施长君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审议《关于<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的议案》

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工作内容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780� � � �证券简称：三夫户外 公告编号：2018-049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及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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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拟使用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有效期内可以

滚动使用。

2018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公司拟在原有使用1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础上追

加10,000万元额度（其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不超过7,000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增加至25,000万元（其

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不超过7,000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

高不超过18,000万元）。 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

用。

一、公司本次新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的核算管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近日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新开立了账户，作为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

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630023198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现将公司近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 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 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80059）

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 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 产品代码：SDGA180059

7、 起息日:� 2018年6月22日

8、 到期日：2018年9月21日

9、 预计年化收益率：4.65%

10、 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主要来自于以下所述的风险：

1、 市场风险：如果在结构性存款运行期间，市场未按照结构性存款成立之初预期运行甚至反预期

运行，客户可能无法获取预期收益，甚至可能出现零收益；

2、 流动性风险：产品期限内，除非另有约定，投资本结构性存款的客户不能提前终止或赎回；

3、 结构性产品存款不成立风险： 若由于结构性存款认购总金额未达到结构性存款成立规模下限

（如有约定）， 或其他非因银行的原因导致本结构性存款未能投资于结构性存款合同所约定投资范围，

或本结构性存款在认购期内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可能对结构性存款的投资收益表现带来严重影响，或发

生其他导致本结构性存款难以成立的原因的， 经银行谨慎合理判断难以按照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向客

户提供本结构性存款，银行有权但无义务宣布本结构性存款不成立，客户将承担投资本结构性存款不成

立的风险；

4、 通货膨胀风险：有可能因物价指数的上升导致产品综合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即实际收益率

为负的风险；

5、 政策风险：因法规、规章或政策的原因，对本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6、 提前终止风险：当银行本着为客户锁定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原则视市场情况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

款，客户可能获取低于预期的收益，且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实现的产品收益并不必然高于产品正常到期

实现的产品收益；

7、 延期支付风险：在发生政策风险或本结构性存款项下对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延期的情况下，银

行会向有关责任方行使追偿权，因此可能会导致产品收益延期支付；

8、 信息传递风险：银行按照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结构性存款的信息披露公告。客户应根

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主动、及时登录银行网站获取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结构性存款信息，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

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9、 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意

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可能致使结构性存款面临损失的任何风险。

三、 风险控制措施

为确保资金安全，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事宜的审批和执行程

序，确保该事项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选择适应的现金管理方式，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和正常经营；

2、 公司财务部须事前进行现金管理方案筹划与评估风险，事后及时跟踪资金投向，如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内审部门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4、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 通过适度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

东利益。

五、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万

元）

1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双秀支行

北京银行对公客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

2.00%或

4.10%

2018年5月

18日

2018年8月

17日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否 —

2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双秀支行

北京银行对公客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

2.00%或

4.10%

2018年5月

25日

2018年8月

27日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否 —

六、 备查文件

1、《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协议书（机构版）》

特此公告。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上接B81版）

（2）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已逾期未偿还款项的情况，已达成的还款安排。

回复：

由于目前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仍较大，截至关注函发出日，公司短期借款部分到期已偿还，部分到期

尚未归还，现正在积极筹措资金解决，并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偿债安排，共同协商解除对公司银行账户的冻

结，分期、延期偿还债务，或通过增加抵押物进行债务展期等。

14、2017年9月30日和12月31日，公司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1.85亿元和0.303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

159%、459%。请补充披露：

（1）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模式是否发生较大变化，预收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鉴于部分业务采用预收款的形式进行销售，导致公司本年合并报表预收账款金额增加较大。其中，公司

子公司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2月起开展苹果手机寻购手机销售业务。

寻购手机业务介绍：

苹果公司(Apple)控制市场货源以及采取现金预付款的模式，所以苹果产品(iPhone,iPad,iPod等)销售是

一个需要大量现金的行业，一般流程为苹果公司和国内授权经销商签订年度采购协议，授权经销商根据自

身销售计划预付现金给苹果公司。授权经销商会根据销售计划发展次级代理商，并收取代理商的预付款进

行货源排期。寻购与苹果在中国的授权经销商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及苹果在

中国的运营商中国移动等渠道合作成为次级代理商，寻购会根据客户需求向授权经销商发起订货需求并支

付预付款，授权经销商收到款项后开始进行商品货源排期。当寻购收到货物后，寻购的客户会立即将货款支

付给寻购，寻购即将货物交付客户。为了保证次级代理商的额度，寻购每完成一笔交付，会迅速发起新的订

货需求，进行新一次货源排期。

寻购手机销售业务流程：

①寻购先预付款项给供货方天音，爱施德，运营商等经销商排货期；②待排到货，收取客户款项，发货给

客户；③收取款项后再打给经销商进行下一次排货期。

（2）预收款项的主要单位名称、关联关系、主要内容、销售确认时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回复：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预收账款前五名的单位及相关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预收金额（元） 关联关系 主要内容 销售确认时点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第一名 6,795,100.00 无 销售预收 截止目前尚未完成销售 是

第二名 5,186,726.95 无 销售预收 2018年1月 是

第三名 1,876,736.00 无

寻购手机业务销售预

收（销售货款）

截止目前尚未完成销售 是

第四名 1,792,017.00 无 销售预收 2018年5月 是

第五名 1,784,887.50 无 销售预收 2018年1-3月 是

合计 17,435,467.45

15、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5.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50%。请分别补充披露关联往来、借

款、与外部单位往来款各明细下的主要单位或个人名称、金额、关联关系、账龄、产生原因、形成资产情况，以

及截至一季度末付款情况。

回复：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其他应付款主要项目构成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余额（元） 账龄 形成原因

关联往来

程少博 关联方

112,575,014.86 1年以内

往来款

101,099,494.77 1-2年

肖林 关联方 15,000.00 1年以内

借款

第一名 非关联方 75,000,000.00 1-2年

往来款

第二名 非关联方 60,000,000.00 1年以内

第三名 非关联方 18,000,000.00 1年以内

第四名 非关联方 14,000,000.00 1-2年

与外部单位往来款

第一名 非关联方 70,000,000.00 1年以内 往来款

第二名 非关联方 44,210,967.69 1年以内 往来款

第三名 非关联方 23,988,242.50 1年以内 往来款

第四名 非关联方 14,248,572.00 1年以内 往来款

第五名 非关联方

7,822,807.14 2-3年 往来款

150,000.00 1年以内 往来款

16、报告期末，应付票据余额为4.98亿元。请列示应付票据的金额与开票日期，以及截至问询函回复日，

已逾期票据金额与相关的会计处理。

回复：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应付票据明细情况如下：

票据关系人

金额（元） 开票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已逾期

出票方 承兑方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5,000,000.00 2017/2/16 2018/02/06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24,000,000.00 2017/3/9 2018/03/09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20,000,000.00 2017/3/29 2018/03/28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27,000,000.00 2017/5/25 2017/11/24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9,000,000.00 2017/6/27 2017/12/27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20,000,000.00 2017/7/13 2018/01/13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62,500,000.00 - -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40,000,000.00 - -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20,000,000.00 2017/9/19 2018-03-19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48,570,000.00

2017-9-15/2017-9-26/

2017-10-12/2017-10-2

0/2017-10-24/2017-10

-26/2017-11-1

2018-3-14/2018-3-27/2

017-12-26/2018-1-09/2

017-10-17/2017-10-18/

2018-1-31

是

龙力生物 龙力生物 20,000,000.00 2017/11/6 2018/05/06 是

龙力生物 威海商行禹城支行 60,000,000.00 2017/9/8 2018/09/08 未到期

龙力生物 恒丰银行德州分行 60,000,000.00 2017/9/26 2018/09/25 是

龙力生物 德州银行禹城支行 26,000,000.00 2017/5/27 2018/05/17 是

龙力生物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50,000,000.00 2017/7/11 2018/01/11 已兑付

龙力生物 德州银行禹城支行 6,000,000.00 2017/5/27 2018/05/27 已兑付

合计 498,070,000.00

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公司部分应付票据已到期，但由于目前生产经营对资金流的需求仍较大，部分票据

到期尚未兑付，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金解决兑付问题。

三、与收入、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相关事项

17、根据年度报告披露内容，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合计19.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5%，主要产品

综合毛利率由2016年的37%下降至2017年的13.6%。请结合主营业务况，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按照产品分类分别列示2016年、2017年各产品的收入、成本、毛利率，并结合市场环境、销售单价、

主要成本因素等情况，并详细说明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2016年、2017年度各主要产品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率的变化情况如下表：单位：元

产品类别

2016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功能糖 509,816,820.97 264,663,318.64 48.09% 446,616,151.98 374,778,713.22 16.08%

乙醇 94,609,256.01 110,739,499.71 -17.05% 92,419,981.26 91,578,389.52 0.91%

淀粉及淀粉糖 19,192,285.91 18,145,771.50 5.45% 337,949,454.93 336,682,168.21 0.37%

数字营销 120,095,616.14 70,600,936.64 41.21% 208,262,575.93 110,118,834.05 47.13%

数字发行 110,961,238.29 69,670,179.70 37.21% 183,194,304.62 119,276,200.95 34.89%

苹果产品 - - - 626,450,582.05 618,214,610.25 1.31%

①由上表可以看出，2017年度公司业务结构发生一定变化， 公司子公司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7年2月起开展苹果手机寻购手机销售业务，对公司收入贡献较大，但由于该部分业务毛利率较低，导致

公司整体毛利率发生较大变化。

②此外，2017年度功能糖生产成本增加， 特别是原料采购成本增加， 导致功能糖类产品毛利率大幅下

降，从而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

（2）对于产品销售部分，请分别披露各产品产能、销售量、生产量、库存量。

回复：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当期各主要产品产能、销售量、生产量、库存量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产能（吨/年） 销售量（公斤） 生产量（公斤） 库存量（公斤）

变性燃料乙醇 51500 16,905,550.00 16,905,550.00 0

木糖醇 18000 15,791,361.47 14,703,790.00 240,257.80

葡萄糖 30000 19,733,955.00 19,972,245.00 324,210.00

低聚木糖70L 6000 2,167,495.59 3,881,616.91 184,215.87

（3）淀粉及淀粉糖销售收入增长3.19亿元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近年来，我国淀粉糖产业在规模、产量、品种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产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位，国内糖价继续上涨，淀粉糖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同时，其下游终端产品的多样化和市场占有率也得到

提升。2017年，公司适应市场趋势，加大市场销售力度，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致使公司淀粉及淀粉糖销售收

入大幅增长。

（4）数字营销、数字发行、苹果产品及其他产品的具体内容，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数字营销：凭借大数据深度挖掘和使用能力，对来自海量媒体受众消费行为和轨迹进行实时追踪；以自

有DMP+SSP平台为依托，为来自百度网盟、导航、电商等众多领域的客户提供数字营销、APP推广营销服务。

数字发行：以移动运营商为核心渠道，专注于数字内容发行，产品线主要包括手机游戏、文字阅读、动

漫、短信、IVR等产品的发行推广和运营维护等。

苹果产品：2017年苹果产品主要为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17年2月起开展苹果手机寻购手机

销售业务。具体业务介绍参见第14题第（1）问的回复。

自公司2016年完成对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兆荣联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并

购，进入数字营销和数据发行行业以来，业务模式逐步形成“大健康+互联网” 的双主业发展模式。2017年

度，两家子公司业绩均稳步提升，均已达到重组时做出的业绩承诺，其中，厦门快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达7,11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6%。

（5）请按照工业、服务业、商业的分类，分别列示各业务类别下2016年和2017年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

金额、关联关系、占同类销售比重；如发生重大变动，请说明原因。

回复：

各业务类别下2016年前五大客户相关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占同类销售比重 关联关系

工业

第一名 93,783,870.87 14.52% 非关联方

第二名 85,790,947.91 13.29% 非关联方

第三名 70,709,136.36 10.95% 非关联方

第四名 21,893,034.18 3.39% 非关联方

第五名 19,495,810.05 3.02% 非关联方

服务业

第一名 55,639,454.29 24.08% 非关联方

第二名 50,647,019.51 21.92% 非关联方

第三名 14,328,037.98 6.20% 非关联方

第四名 12,108,039.83 5.24% 非关联方

第五名 11,765,075.57 5.09% 非关联方

2016年公司无商业类别的业务，2017年新设孙公司增加该业务类型。

各业务类别下2017年前五大客户相关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元） 占同类销售比重 关联关系

工业

第一名 202,870,489.18 22.23% 非关联方

第二名 89,759,388.66 9.84% 非关联方

第三名 82,741,067.40 9.07% 非关联方

第四名 65,787,858.00 7.21% 非关联方

第五名 42,306,455.57 4.64% 非关联方

服务业

第一名 73,250,679.03 18.71% 非关联方

第二名 57,158,852.21 14.60% 非关联方

第三名 25,244,588.27 6.45% 非关联方

第四名 16,111,419.81 4.12% 非关联方

第五名 14,551,806.92 3.72% 非关联方

商业

第一名 233,053,744.44 35.27% 非关联方

第二名 191,683,846.15 29.01% 非关联方

第三名 85,593,081.20 12.95% 非关联方

第四名 71,004,995.73 10.75% 非关联方

第五名 45,114,914.53 6.83% 非关联方

（6）请按照工业、服务业、商业的分类，分别列示各业务类别下2016年和2017年前五大供应商（不包括

能源供应）名称、采购金额、关联关系、占同类销售比重；如发生重大变动，请说明原因。

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公司营业收入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并说明公司营业收入的披露是否真实、 准确、完

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各业务类别下2016年前五大供应商相关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元） 占同类采购比重 关联关系

工业

第一名 98,377,894.16 28.62% 非关联方

第二名 92,896,254.73 27.03% 非关联方

第三名 65,766,054.04 19.13% 非关联方

第四名 24,606,825.95 7.16% 非关联方

第五名 23,372,919.69 6.80% 非关联方

服务业

第一名 30,790,000.82 21.95% 非关联方

第二名 11,895,032.86 8.48% 非关联方

第三名 10,403,191.17 7.42% 非关联方

第四名 9,508,404.54 6.78% 非关联方

第五名 8,330,543.50 5.94% 非关联方

各业务类别下2017年前五大供应商相关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元） 占同类销售比重 关联关系

工业

第一名 135,440,786.43 21.42% 非关联方

第二名 82,847,035.54 13.10% 非关联方

第三名 80,753,180.71 12.77% 非关联方

第四名 46,746,239.27 7.39% 非关联方

第五名 39,839,485.59 6.30% 非关联方

服务业

第一名 29,443,237.16 12.84% 非关联方

第二名 18,863,003.92 8.22% 非关联方

第三名 11,794,280.78 5.14% 非关联方

第四名 11,694,598.43 5.10% 非关联方

第五名 10,673,883.14 4.65% 非关联方

商业

第一名 187,233,935.86 29.08% 非关联方

第二名 168,284,427.34 26.14% 非关联方

第三名 109,750,927.35 17.05% 非关联方

第四名 67,812,336.75 10.53% 非关联方

第五名 54,985,581.23 8.54% 非关联方

会计师针对公司营业收入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函证及替代测试。

（2）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的勾稽核对。

（3）营业收入与已开具发票核对。

（4）销售合同或销售订单的细节测试、主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测试。

（5）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匹配情况检查。

（6）主营业务收入截止测试。

（7）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比较分析。

（8）利用专家的工作。公司聘请了IT审计对子公司快云科技、兆荣联合分别进行了专项审计，主要对以

上公司的数字营销、数字发行业务的内部控制及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认定。

18、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发生额为4.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1%。请结合有息债务的确认情况，说明

利息支出、承兑贴息的金额是否准确、完整，以及服务费支出9,392万元的具体内容、产生原因。

回复：

财务费用构成情况参见对于此前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131号中第3问的回复，公告编号：2018-077。

由于借款事项涉及到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公司暂无法详细说明利息支出、承兑贴息的金额是

否准确、完整。为消除相关事项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影响，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合同文件、财务凭证、审计

工作相关底稿资料进行查阅、核对、梳理，目前相关工作尚在积极推进中。

如前所述，因2017年公司借款增加较多，服务费支出主要核算的是借款行为产生的财务顾问费。

19、报告期内，公司因财务自查调整损失确认营业外支出27.27亿元。请详细披露上述营业外支出的具体

内容、发生日期、发生金额、会计处理的合理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的情形，是否需要对以前年度财务报告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

回复：

由于相关事项涉及到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原因，公司暂无法详细说明营业外支出的具体内容等

相关数据及信息。为消除相关事项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影响，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合同文件、财务凭证、

审计工作相关底稿资料进行查阅、核对、梳理，目前相关工作尚在积极推进中。

公司自查调整损失确认营业外支出情况参见公司此前对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131号的具体回复，公

告编号：2018-077。

20、公司已披露诉讼事项二十四起，请补充说明针对上述事项是否计提了预计负债与相关计提金额，会

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公司已分别于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26日、2018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分别为：2018-048、2018-081、2018-091。

公司当前涉及的诉讼事项主要为借款及对外担保事项被相关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情况，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13条一一或有事项》第四条的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

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 截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之日，履行相关担保义务的可能性难以判断，且金额暂不能够可靠计量，故

公司暂无需计提相应预计负债。

四、其他事项

21、截至2017年12月31日，你公司流动负债31.9亿元，所有者权益金额为-3.49亿元，2017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8亿元。请结合上述资不抵债、大幅亏损、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说明使用

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合理性及判断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公司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理由具体参见公司对于此前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155号的

具体回复，公告编号：2018-078。

22、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鉴证报告》，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入

其他账户划转净额2.75亿元；根据华英证券出具的《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入其他账户划转净额为2.20亿元。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请说明挪用募集资金的最终用途，以及上述资金挪用行为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影响。

回复：

根据公司目前自查结果，公司前期募集资金管理确存在控制缺陷，由于近年来公司经营过程中各种不

确定性因素加剧，公司现金流压力逐渐增大，各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困难，导致了公司在募集资

金管理方面出现管理失效的情形，为缓解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需求，募集资金274,677,801.83元（含手续

费、银行利息）已被转至其他账户使用。

公司暂无法确定挪用募集资金的最终用途，以及对募投项目的具体影响。为消除相关事项对无法表示

意见的影响，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合同文件、财务凭证、审计工作相关底稿资料进行查阅、核对、梳

理，目前相关工作尚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后续将继续核实查明挪用募集资金的最终用途，以及对募投项目实

施进展的具体影响。

（2）请进一步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募集资金未按规定使用、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未有效执行并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形。如是，请说明相关内部问责情况及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回复：

根据公司目前自查结果，公司前期募集资金管理确存在控制缺陷，由于近年来公司经营过程中各种不

确定性因素加剧，公司现金流压力逐渐增大，各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困难，公司内部控制确存在

一定疏忽与缺失。

公司后续将加强内控体系自查，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加以落

实，加强对内控相关制度的梳理、修订和培训,为公司规范运作奠定基础；另外，目前立案调查工作及公司为

消除无法表示意见影响所进行的相关工作均在持续积极推进中，公司将持续配合相关工作的开展。

（3）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违规挪用募集资金不一致的原因，若存在错误，请进行更正。

回复：

保荐机构意见：

2017年度， 龙力生物的募集资金由IPO的募集资金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两

部分构成。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指出

“转入公司其他账户划转净额274,790,434.65元” ， 该金额由IPO募集资金划转部分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划转部分合并计算得出。

华英证券出具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对龙力生物IPO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意见，指出龙力生物从IPO

募集资金账户分次累计划转净额220,190,723.87元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华英证券出具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17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意见，指出龙力生物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账户

累计划转净额54,599,710.78元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以上两份报告累计计算龙力生物从募集资金账户划转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的金额，共计274,790,434.65

元，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的数据一致。

经核查，华英证券认为，华英证券出具的两份报告分别计算了龙力生物累计划转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的金额，总金额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中的数据没有差异。

23、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在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募集资金使用、

对外担保、借款、内审部门等方面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并被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

公司披露内容，董事刘伯哲、王奎旗，高管刘维，监事荣辉无法保证本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请说明以下问

题：

（1）请说明在存在重大内控缺陷的情形下，除上述人员外，董事会、监事会、董监高及相应财务负责人

采取何种措施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请说明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成员在日常履职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职，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1.20条的规定；如是，请提出充分、客观的依据；如否，请说明相关内部

问责情况。

回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会计师认为在年报披露的法定期限

内，通过执行抽样审计程序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公司将采取各项措施消除相关影响，以

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拟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合同文件、财务凭证、审计工作相关底稿资料进行查阅、核对、梳理，目前

相关工作均在积极推进中；

（2）加强内控体系自查，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加以落实，加

强对内控相关制度的梳理、修订和培训,为公司规范运作奠定基础；针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融资、对外担保

未及时披露等问题，完善融资及对外担保审批流程、认真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目前，公司仍保持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公司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抓好生产组织和原料采购，降低运

营成本，认真做好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工作，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缓解资

金压力，以保证持续经营的稳定性；

（4）充分运用上市公司平台，引入战略合作者实施产业转型，通过重组或重整等方式，妥善解决当前偿

还债务及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问题，目前公司已在持续积极推进与政府、意向重组方等相关各方的谈判

与沟通工作；

（5）通过资产变现、去库存等多种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偿还前期未按规定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的募集

资金；

（6）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以来，公司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按要求提供相

关资料，及时汇报有关核查工作进展等。

24、 你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被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请

结合往来款项的情况，自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应披露而

未予披露的资金占用，是否存在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4.2.3条规定的

情形。

回复：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统计表具体情况参见公司对于此前中小板关注函【2018】

第155号的具体回复，公告编号：2018-078。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2018年 6 月 23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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