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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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超控股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润楷 林丹萍

办公地址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电话

0510-87698510 0510-87698298

电子信箱

zccable002471@163.com ldp002471@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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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541,336.20 2,998,636,766.00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886,819.95 42,326,399.22 9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289,388.52 38,583,004.85 -3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623,507.31 -326,161,983.29 15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38 0.0334 9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38 0.0334 9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2.3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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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6,489,524.68 9,162,928,586.54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66,799,876.14 1,886,288,313.92 -1.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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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鑫腾华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0% 253,600,000 0

质押

253,600,000

江苏中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8% 216,634,030 0

质押

196,800,000

杨飞涛 境内自然人

1.20% 15,169,924 0

侯山义 境内自然人

0.86% 10,886,780 0

黄凤芳 境内自然人

0.72% 9,079,652 0

杨飞 境内自然人

0.68% 8,608,749 8,608,749

质押

8,600,000

宋甲琴 境内自然人

0.64% 8,079,950 0

郑浩 境内自然人

0.31% 3,928,500 0

朱建初 境内自然人

0.28% 3,545,000 0

顾珍芳 境内自然人

0.26% 3,353,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杨飞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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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

券

14

中超债

112213 2019

年

07

月

04

日

32,888.01 7.2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2.23% 68.74% 3.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6 2.21 -6.79%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今年以来，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和战略规划。 在董事会的领导

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努力调整业务结构、加快

技术创新，加大销售激励拓展市场，使公司保持平稳有序的发展，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

强。 公司 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50,952.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04%；实现利

润总额 10,081.93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83.8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

088.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1.10%。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如下：

1、公司深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结合新常态下的企业党建要求，

锐意进取，通过党建传统优势与公司在转型升级任务相结合，带动提升企业党员、职工的战

斗力，以党建促进企业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锡洲电磁线的党建工作获得了无锡市雁阵计划

5A验收。

2、公司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将电缆及日化实业作为新的双主

业发展战略，同时将紫砂产业剥离出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利永紫砂陶 70%股权与

宜兴市中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远方电缆 49%的股权及宜兴市新中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明珠电缆 49%的股权进行置换。 同时公司将持有中超科贷 51%股权出售给中超集团，通过上

述的运作，公司的主营业务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突出，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财务质量，提升公

司业绩，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

司持续稳定发展。 同时公司充分利用控股股东对日化行业的了解及经验等优势，投资设立了

控股子公司中超鹏锦，围绕日用化学品行业及上下游进行投资，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

业绩。

3、 控股子公司中超石墨烯针对石墨烯复合屏蔽材料优异的性价比逐步得到用户认可、

市场需求旺盛的良好局面，即时调整产品结构，重点加强石墨烯复合屏蔽材料的生产、销售

和优化，同时瞄准高压电缆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 110KV 及以上超高压电缆用屏蔽料、石墨

烯复合导电布（带）及聚丙烯基石墨烯复合屏蔽材料的研发工作。

4、在稳固老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优化市场结构，与中国电力成套及协鑫集团的

战略合作成效初显，海外总公司在级别提升、人员扩编后，新开发加纳市场等国外用户，积极

拓展沙特、巴基斯坦市场，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8年 3月 30日公司与中远投资、新中润签署的《股权置换协议》，公司拟以其持

有利永紫砂陶 46.71%的股权置换中远投资持有远方电缆 49%的股权。 公司拟以其持有利永

紫砂陶 23.29%的股权置换新中润持有明珠电缆 49%的股权， 差额部分约定以公司应收利永

紫砂陶的往来款债权抵偿。 本次资产置换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和资产评估公司审计和评估的结果为定价依据， 置出资产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共计 23,

653.33万元；置入资产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共计 35,408.33万元。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价格

差额为 11,755.00万元，由公司以应收利永紫砂陶的往来款债权中的 11,755.00 万元抵偿给新

中润。

（2）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与公司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

集团”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拟将公司持有的中超科贷 51%股权出售

给中超集团，协议价格为人民币 5,267.44万元。

（3）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中超鹏锦日化

科技有限公司，经揭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取得注册号为 91445200MA51H9Q69T 的

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为 16,000.00万元。 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股东实缴出资 0 元人民币，实

缴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0%。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锦光

2018

年

7

月

30

日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

2018-60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收购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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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召开

的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二〇一七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收购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以人民币 4.2亿元继续收购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持有的

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再贷款” ）35%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

公司 2018年 6月 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继续收

购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2）。

近日，同心再贷款已完成股权过户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同心再贷款的股权结

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70%

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

30,000.00 30%

合计

100,000.00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8-058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二季度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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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一

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现将 2018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情况披露如下（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 1月至 6月，公司共承揽订单（含中标项目）450,739.10 万元。 其中 4-6 月累计

新签钢结构订单 28项，累计新签合同金额人民币 85,131.07万元。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已中标尚未签订合同的订单 39 项，累计

合同金额人民币 242,824.55万元。 （注：以上业务为钢结构业务。 ）

非钢结构业务 2018年 1-6月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生产量（万吨） 销售量（万吨） 营业收入（万元） 同比增减

POY 17.66 17.42 136,802.80 36.23%

FDY 4.70 4.56 39,990.60 10.40%

切片

2.04 2.17 14,893.82 -1.77%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股票简称：

ST

大控 编号：临

2018-066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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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6,700万元（仅为本金，不含违约金及诉讼费等）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自然人张少白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

签署了《哈密市亚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因公司对实际矿产资源储量及利

润与协议认定不同，不能满足上市公司要求。 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同

自然人张少白沟通，让其收回协议转让的股权，但自然人张少白坚持要上市公司支付股权转

让款项。 因上述协议合同纠纷，自然人张少白申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美贵金属” ）的 8,400万元（该资金系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设立福美贵金属的注册资本金，根据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对其使用方向进行

了延伸监管）进行了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于 2016年 5月 25日披露的《大连大福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及划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9号）。

二、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554号《关于核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大连长富瑞

华集团有限公司 1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400,000,000股普通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44

元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76,000,000.00元， 扣除保荐费用及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12,101,175.82元，剩余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3,898,824.18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4年 6

月 9 日到位，并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验字【2014】第 102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1,219,210,264.25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59,450,387.70元 （募集资金账户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全部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账户。

三、法院从募资资金账户扣划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6）辽 02执恢 425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扣划被执行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在渤海

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 2001234255000855 中的银行存款 8,400 万元及利息至本院

执行款账户。

四、公司对法院扣划募资资金的处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本次法院从募资资金账户扣划资金事宜， 在获知该事项

后依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市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聘请律师跟进处理

上述事项。

为保证公司合法权益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被扣划事项向相关部门

提出异议交涉，并要求其尽快从法院账户划回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被扣划事项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一切正

常。

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并及时予以披露相关事项的进

展，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4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40%

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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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6月 9 日召开的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8年 6月 28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和无锡双象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苏州双

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双象” ）4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苏州双象将成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6 月 12 日的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18）。

近日，苏州双象已经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张家

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592507699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江苏扬子江化学工业园东海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唐越峰；

注册资本：2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 03月 13日；

营业期限：2012年 03月 13日至 ******；

经营范围：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的制造、加工、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其中

危险化学品限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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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苏州双象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85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8-077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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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8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206,084,030.51 4,955,251,088.44 5.06%

营业利润

760,068,107.63 652,138,753.30 16.55%

利润总额

763,314,736.47 661,232,104.73 1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002,049.15 481,078,885.77 1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38 0.2200 1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8.72% 0.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2,064,880,911.09 10,049,137,584.54 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27,407,604.66 6,009,167,679.54 -3.02%

股本

2,186,879,678.00 2,186,879,67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66 2.75 -3.27%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8年 1-6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20,608.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00.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7%。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通过优

化市场结构、产品结构、推进转型升级、优化工艺改进、提高劳动效率等措施，经营业绩稳健

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为 1,206,488.09 万元，较期初增长 20.06%，主要系公

司完成了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95%股权交割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 582,740.76万元，较期初下降 3.02%，主要系公司于 2018年 5月 22日实施了“以总股本 2,

186,879,6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的利润分配方案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发布的《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业绩预计范

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告后不存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行上市、恢复上市

或终止上市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8-094

债券代码：

112262

债券简称：

15

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7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4:45；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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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0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8年 7月 29日 15:00-2018年 7月 30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荣安大厦 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0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2,474,149,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7.70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2,474,144,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7.707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1人，代表股份 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2,846,1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

（股）

弃权股份

（股）

赞成率（

%

）

1

、《关于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全体投票

2,474,149,376 2,474,144,376 5,000 0 99.9998%

其中：现场投票

2,474,144,376 2,474,144,3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000 0 5,000 0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

2,846,100 2,841,100 5,000 0 99.8243%

2

、《关于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4,149,376 2,474,144,376 5,000 0 99.9998%

其中：现场投票

2,474,144,376 2,474,144,3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000 0 5,000 0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

2,846,100 2,841,100 5,000 0 99.8243%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肖玥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2018年 7 月 31日 星期二

B76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8-055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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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0 万元

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30万元左右。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02.3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574.17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36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强党建、严管理、促创新、抓市场，优化生产经

营，提升管理水平，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注重提质增效，抓住市场回暖的契机，大力开拓

市场和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提升了业绩水平，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59%，其中核苷类产品

销售量和销售单价同比有一定的上升。 同时，公司严抓生产管理确保生产稳定，加强成本控

制和内部管理，通过技术改造和开展劳动竞赛等各项措施降低生产成本和各项费用，实现公

司主营业务的扭亏为盈。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8 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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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6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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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一

一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2018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一、2018年第二季度（4-6月）订单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二季度新签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

工订单

二季度已中标尚未签约订

单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工程（包含

PPP

项目）

72 323,564 763 1,784,427 3 37,200

设计

(

不包含贝尔高林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

128 12,636 1,715 107,219 - -

合计

200 336,200 2,478 1,891,646 3 37,200

注：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二、重大项目履行情况（注：重大项目指项目金额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以上的项目）

1、2011 年 5 月 13 日，公司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投资建设合

同》，合同工程款总价暂定为 170,000.00 万元。 业务模式为 BT 模式，开工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截止报告期末，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项目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47,689.08万元。

2、2015 年 12 月 4 日，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

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 PPP 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合同》，项目总投

资金额约为人民币 14.22亿元。 业务模式为 PPP 模式，开工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20 日，建设

期为 2年，运维期为 8年，截止报告期末，该 PPP项目累计投入 40,677.35万元。

3、2016 年 10 月，公司与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海口市主城区重要道路景

观提升工程 PPP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111,319.53万元。业务模式为 PPP模式，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建设期为 1 年，运维期为 10 年，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7,139.96万元。

4、2017年 1月，公司及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漯河市沙

澧河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漯河市沙澧河二期综合整治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目

总投资额约 20.60 亿元。 业务模式为 PPP 模式，建设期为 5 年，运维期为 20 年，截止报告期

末，该项目累计投入 11,857.35万元。

5、2017年 1月， 公司与莱阳市住房和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莱阳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

PPP项目合同》，项目合同金额为 20亿元，业务模式为 PPP模式，开工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建设期为 3年，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28,265.78万元。

6、2017 年 5 月，公司及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旭

城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奉化区阳光海湾开发建设指挥部共同签署 《奉化滨海养

生小镇 PPP项目协议》。 项目投资金额为 19.79亿元，业务模式为 PPP模式，本项目合作期限

为 20年，建设期不长于 3年，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1,905.71万元。

7、2017�年 9月， 公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 《关于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融资、勘

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的政府采购协议》，项目总投资额约 45.8989亿元。截止报告期

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0,763.42万元。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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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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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8年上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352,293,555.84 2,126,244,209.23 10.63%

营业利润

171,715,573.21 114,704,770.02 49.70%

利润总额

167,736,327.26 112,564,162.21 4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116,262.01 84,305,998.21 2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1.96%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7,323,151,688.72 15,676,849,918.15 1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62,572,255.46 5,499,469,928.83 1.15%

股本

1,486,985,450.00 1,486,985,45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74 3.70 1.08%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229.36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10.63%， 营业利润

17,171.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49.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11.63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 25.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紧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线，积极开

拓生态城镇业务；在全国各地布局的生态城镇项目达 11 个，已进入运营期的 5 个，公司生态

城镇业务快速发展，带来公司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的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8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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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项目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 ）为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重大资产购买项目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贺明哲、俞晨杰先生为

该项目主办人，该项目已于 2017年 7月 13日经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目前正处于实施阶段。

近日，本公司收到广州证券《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重大资产购买项目更换

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原财务顾问主办人俞晨杰先生因工作变动，

不再担任本公司上述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确保后续工作的有序进行，广州证券现委派

万鹏先生（简历附后）接替俞晨杰先生的工作，担任本公司 2017年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财务

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重组项目主办人变更后， 广州证券委派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贺

明哲、万鹏先生。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万鹏简历

万鹏，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于 2016年加入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部，曾参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配

股、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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