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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1� � �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18-049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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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7月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8年7月30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

董事11名，实到11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劲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1亿元，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增资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董事张劲松、张建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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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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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方华创” ）拟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子城” ），共同增资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电控

产投” ）。

2.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电控产投目前注册资本3000万元，北京电控以现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2.7亿

元，北方华创以现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1亿元，京东方以现金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1亿元，电子城以现金

方式向电控产投增资1亿元。

3.增资后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北京电控持股50%，北方华创、京东方、电子城分别持股16.67%。

4.电控产投治理结构：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设董事会，由6名董事构成，其中：北京电控推荐董事2名，

北方华创推荐董事1名，京东方推荐董事1名，电子城推荐董事1名，各股东推荐的董事人选按照《公司法》

规定由股东会选举后产生；另设职工董事1名，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长由北京电控推荐，

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电控产投不设置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北京电控推荐。 监事人选按照《公司法》规定由股东会选举后

产生。

5.电控产投投资项目方向：电控产投通过基金投资和股权直投两种方式对符合投资方向的项目进行投

资，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发起设立基金并通过基金投资为主要投资模式，对符合投资方向的项目进行投资，

初期主要投向科技服务、集成电路装备、物联网智慧端口产业链上下游三个产业领域；后续逐步拓展至文

化创意、新能源等产业领域。

电控产投在全球范围内选取投资标的，重点关注处于VC、PE阶段的企业。确定为投资标的的企业应具

备以下特征：一是主营业务与北京电控产业板块契合，并在产业细分领域技术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二是

要有明晰的企业发展战略及较强的战略执行力；三是企业的运营能力较强、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前景可期；

四是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或者相对明确的盈利前景，资产负债结构合理，财务基础规范；五是管理团队优

秀且稳定，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已形成或有望形成管理层股权激励；六是企业文化诚信正直。

6.北方华创、京东方及电子城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7.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7月3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劲松、张建辉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参与关联公司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

8.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电控

1．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2号

（4）法定代表人：王岩

（5）注册资本：241,835�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47998H

（7）主营业务: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讯类、广播电视视听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

子基础原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气设备类等。

（8）主要股东：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简称“国管中心” ）持有北京电控100%的股权。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由北京市电子工业办公室转制而来， 目前是北京市国资委授权的以电子

信息产业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产业集团。

北京电控主营产业分布于高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显示器件、集成电路、特种元器件）、高端电子工艺

装备、高效储能电池及系统应用、电子信息服务（自服装备、广电装备、智慧健康医疗、电子商务与文化创意

相融合等）、智慧园区五大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国计民生众多领域。 其中半导体显

示产业综合竞争力达国际一流水平，细分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00,837,703,430.49 292,934,043,997.87

总负债

178,441,781,955.04 173,135,176,549.39

净资产

122,395,921,475.45 119,798,867,448.48

项目

2018

年

1

月

-3

月

2017

年

1

月

-12

月

营业收入

24,149,070,947.34 104,404,449,245.94

净利润

2,177,667,721.63 8,751,989,087.24

注：2017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北京电控直接持有公司9.23%股权，通过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8.90%股

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京东方

1．基本情况

（1）名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

（5）法定代表人：王东升

（6）注册资本：3515306.7743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016602

（8）主营业务:�制造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

模具、蒸汽热汽；制造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购销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数据处理；

设计、销售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销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无线电寻呼业务；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房屋出租）；机动车

停车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9）主要股东：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BOE）创立于1993年4月，是一家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

口产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核心事业包括显示和传感器件、智慧系统、健康服务。显示和传感器件产

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车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智慧系统为新零售、车

载、金融、教育、艺术等细分行业领域，提供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健康服务事业与医学、生命科技相结合，

发展移动健康、数字医院、再生医学，整合健康园区资源。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2,729,417,350.00 256,108,741,849.00

总负债

156,326,969,897.00 151,824,479,016.00

净资产

106,402,447,453.00 104,284,262,833.00

项目

2018

年

1

月

-3

月

2017

年

1

月

-12

月

营业收入

21,566,813,037.00 93,800,479,215.00

净利润

1,936,821,964.00 7,860,411,559.00

注：2017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京东方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

（三）电子城

1．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5号楼6层

（5）法定代表人：王岩

（6）注册资本：79,898.93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514043Y

（8）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高新技术成果（企业）的孵化；

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

（9）主要股东：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公司致力于国内“高科技创新产业平台” 及“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平台” 的开发运营，多年来，在中关村

电子城科技园区成功开发运营了 “电子城·创新产业园” 、“电子城·科技研发中心” 、“电子城·科技大

厦” 、“电子城·IT�产业园” 、“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等主题科技产业园；

通过品牌塑造、模式复制及科技产业聚集能力，先后拓展了“电子城·朔州数码港” 、 “电子城·大数据

及互联网金融产业园” 、“电子城·国际创新中心（天津）” 、“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天津）” 、“电子城·

厦门国际创新中心” 、“中关村电子城（昆明）产业园” 、“电子城·秦皇岛黄金海岸”等多个全国性项目。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933,913,042.28 11,320,091,264.36

总负债

5,226,446,956.98 4,821,137,347.64

净资产

6,707,466,085.30 6,498,953,916.72

项目

2018

年

1

月

-3

月

2017

年

1

月

-12

月

营业收入

409,790,250.07 2,133,974,599.53

净利润

104,276,381.08 510,489,699.93

注：2017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电子城同为北京电控控制下企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号A区401

（5）法定代表人：张劲松

（6）注册资本：30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1951767F

（8）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

2.交易类别：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3.权属：电控产投为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

其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评估价值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电控产投进行资产评估，经初步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

2月28日，资产总额3,000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3,000万元。 （最终评估结果以经备案的评估报告为

准）

5．主要股东情况

电控产投为北京电控全资子公司。

6.财务状况

电控产投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

月

28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0,000,000.00 41,432,918.51

总负债

0.00 0.00

净资产

30,000,000.00 41,432,918.51

项目

2018

年

1

月

-2

月

2017

年

1

月

-12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2,505.90

7.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

北京电控及公司、京东方、电子城分别投入电控产投人民币27,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

万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5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合计

600,000,000 1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评估基准日电控产投经评估的净资产入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电控产投现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经过本次增资，电控产投的注册资本增加至60,000万元人

民币，增加57,000万元人民币。

2. 北京电控（以下简称“甲方” ）及公司、京东方、电子城（三方以下统称“乙方” ）分别投入电控产

投人民币27,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万元用于增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3. 本次增资完成后，电控产投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出资额（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5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67%

合计

600,000,000 100%

4. 甲方、乙方自收到缴款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缴付增资款。 目标公司向甲方、乙方发

出满足目标公司实缴出资全部到位的书面缴款通知的时间不晚于2021年12月31日。

5. 甲方、乙方将上述增资款汇达电控产投账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电控产投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乙方应积极配合电控产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 电控产投应当在工商

登记完成后5日内向各方交付：（1）股东名册；（2）出资证明。

6. 甲方、 乙方依照前述条款将增资款汇入电控产投账户且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视为甲方、乙

方完成出资义务的时间。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电控产投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控已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了关于

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未来，如电

控产投投资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标的，双方将按照规定进行相应的约定。

2.资金来源：本次出资资金由公司自筹获得。

3.本次参股关联企业与公司再融资项目所列示的项目无关。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电控产投项目将联合北京电控旗下北方华创、京东方、电子城三家上市公司的行业资源，以更为开阔

的视野谋划、引进孵化或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的高端项目，实现创新源、服务区和孵化器的功

能，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专业投资平台。 本次公司参股电控产投目的是借助相关企业管理运营、产业投

资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投资孵化与公司主营相关业务的优质项目，增强公司的投资收益水平，本次出资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本次投资是从公司长期战略布局出发，经公司慎重评估而做出的决策，但仍存在一定的运行风险和管

理风险，公司将采用参与投资公司治理层等方式，加强对参股公司的管理与监督，积极预防上述风险。

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采用权益法进行后续核算，预计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

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各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2,751.52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出资1亿元现金，与北京电控及京东方、电子城共同增资电控产投，旨在联合北京电控及旗下

上市公司的行业资源，投资或培育相关产业项目，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

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电控产投已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本次投资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原则，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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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在长沙召开。 本

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7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所有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

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黄才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7月30日

附件：黄才华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黄才华，男，1969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二级信用管理师，律师。 历任龙山金锑矿办公室主任、湖南楚信律

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法务部主任、湖南金水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

任本公司监事，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黄才华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纪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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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在长沙召开。 本

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7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所有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

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启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简历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黄启富、陈泽吕、李中平、刘玉强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黄启富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陈共荣、陈建权、李中平、饶育蕾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陈共荣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选举饶育蕾、黄启富、陈泽吕、陈共荣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饶育蕾为主任委

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选举刘玉强、黄启富、陈建权、饶育蕾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刘玉强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陈建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

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李中平先生、崔文先生、王文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聘任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

1.�聘任李中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聘任崔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聘任王文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五、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湛飞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

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王文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历见附件）。

王文松先生2007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

电话：0731-82290893，传真：0731-82290893，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79号金源大酒店天麒楼

16楼，邮编：410007，电子信箱：hngold_security@126.com。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崔利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简历见附件）。

崔利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

电话：0731-82290893，传真：0731-82290893，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79号金源大酒店天麒楼

16楼，邮编：410007，电子信箱：hngold_security@126.com。

八、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袁峰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30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长简历

黄启富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黄启富，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高级采矿工程师。历任湘西金矿生产科副科长、科长、沃溪

坑口副坑长、坑长，湘西金矿副矿长，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省中南锑

钨工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金鑫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湖南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无在其

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黄启富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456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陈建权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陈建权，男，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经济师。 历任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湖南

中南锑钨工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南辰州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黄金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91,036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李中平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李中平，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湘西金矿团委副书记、选矿厂厂

长、工会主席、副矿长、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黄金珠宝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8,2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崔文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崔文，男，1966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生产发展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湘安钨业经理，

沃溪坑口坑长，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8,2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湛飞清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湛飞清，男，196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贸促会湖南分会财务部副部长、湖南省利

达国际贸易总公司财务处长、湖南长城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主任、湖南同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黄金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监事。 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18,200股。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王文松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王文松，男，196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自2007年起历任公司董秘办主任、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兼证券部

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袁峰先生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袁峰，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 历任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综合主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纪检监察室主任、审计法律事务部部长，公司审计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职工监事、审计法律事务部部长。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崔利艳女士简历

1.�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崔利艳，女，1981年出生，硕士学历。自2007年起进入公司证券部工作，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无在其他单位任职或兼职的情况。

2.�其本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

3.�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其本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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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7月30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7月29日下午15:00至2018年7月

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源大酒店C�座16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启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5,142,3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876%。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1,127,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5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014,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3.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252,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646%。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黄启富先生、陈泽吕先生、陈建权先生、李中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黄启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3,6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3,6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8%。

根据表决结果，黄启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陈泽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2,6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2,6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6%。

根据表决结果，陈泽吕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陈建权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2,6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2,6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6%。

根据表决结果，陈建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李中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2,6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2,6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6%。

根据表决结果，李中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陈共荣先生、饶育蕾女士、刘玉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陈共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1,9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

根据表决结果，陈共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饶育蕾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1,9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

根据表决结果，饶育蕾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刘玉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1,9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

根据表决结果，刘玉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黄才华先生、刘金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

司员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袁峰先生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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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黄才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1,9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

根据表决结果，黄才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选举刘金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25,021,9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45,131,9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

根据表决结果，刘金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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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二季度建筑业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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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第二季度建筑

业经营情况简报如下：

一、订单情况

1、项目概况

报告期

新中标且签约项目 新中标未签约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历年累计已签约未完工项目

数量（个） 金额（亿元） 数量（个） 金额（亿元） 数量（个） 金额（亿元）

第二季度

35 10.98 32 53.3 302 476.11

2、投资项目

本报告期公司新中标但未签约投资项目共计1个，具体情况为：

104国道西过境平阳段（104国道瑞安仙降至平阳萧江段）改建工程PPP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4.47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4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51）。

二、截至报告期末重大项目履行情况

未涉及。

三、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最终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项目履行过程中存在合同方按实际情况调整、原材料价格波动、项目开工

不及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061� � �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18-069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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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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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054,371.00 737,126.91 43.04%

营业利润

82,791.93 47,680.62 73.64%

利润总额

83,337.11 47,499.65 7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097.93 39,596.82 69.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1 0.32 5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7% 9.81% 1.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588,997.41 2,556,508.66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94,528.04 540,484.64 10.00%

股 本（股）

1,305,236,388 1,305,236,38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55 4.14 10.00%

注：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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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已完成资产过

户，公司直接持有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工” ）99.99%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

江山化工有限公司（原“浙江浙铁江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浙江交工0.01%股权。 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以及业务，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应当调

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编制合并利润表应当将该子公司

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

进行调整”等规定，公司对上表“上年同期”及“本报告期初”等相关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后列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44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3.04%。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大幅增长主

要得益于：基建板块2017年新签订单大幅增长，目前项目已陆续落地进入施工阶段；受国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推进等因素有利影响，公司化工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上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28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73.64%；利润总额为8.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75.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7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45%。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效益大幅

度提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基建板块营收大幅增长、化工板块的产品和材料采购价格剪刀差扩大而增加了

盈利；同时，公司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工作，经营效益实现提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区间范围内，不存在重大差异，详见2018年

4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

告正文》（公告编号：2018-04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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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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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7月31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8-054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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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现根据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如下：

1、对“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13、投资性房地产”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企业，对于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企业是首次取

得在建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但预期该房地产完工后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

得的，应当以成本计量该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或完工后（两者孰早），再以公允价

值计量。

2、对“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0、投资性房地产”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3）报告期内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明细情况

①公司2017年末投资性房地产基本情况如下：

项 目 取得方式 地域 经营情况 开始公允价值计量的时间

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 自建 银川市 已经出租

2017

年度

新华联国际大厦底商 自建 北京市 已经出租

2013

年度

西宁新华联购物中心 自建 西宁市 已经出租

2014

年度

上海新华联购物中心 自建 上海市 已经出租

2016

年度

芜湖投资 自建 芜湖市 正在建设中

②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

公司各期末聘请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项目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在评估报告

中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项目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对于已经签订租赁合同的按照租赁合同规

定的租金收入确认，计算未来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累加进行确认；没有

签订租赁合同或者是租赁合同期限之外的按照选取与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情况类似的房产项目， 结合影响房

地产价值的因素进行修正，将修正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数作为评估的基准价格，然后扣除各项费用，选用适

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累加，以此估算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并作为报告各期末的公允价

值。

③2017年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情况

? 2017年12月31日公司新华联国际大厦底商的公允价值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8]第

494号）中新华联国际大厦底商评估价值进行确定；公司上海新华联购物中心的公允价值根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495号）中上海新华联购物中心评估价值进行确定；公司西宁新华联购物中心的公

允价值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496号）中西宁新华联购物中心进行确定；公司银川新华

联购物中心的公允价值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497号）中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进行确

定。

? 公司芜湖投资预计后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是项目尚未完工，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因此在2017

年12月31日采用成本计量。

? 本公司在建投资性房地产项目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在其投建期间尚未完工的情况下，公允价值无法

可靠计量，但预期完工后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因此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情况下应当采用成本模式进行计量；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 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于2017年3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原账面价值为662,111,015.58元，公允价值根

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729号）中的评估价值确定为803,400,200.00元，评估基准日（2017年

3月31日）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差额141,289,184.42计入本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

公司2017年度投资性房地产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地域

历史成本

(2017/12/31)

公允价值

(2017/12/31)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

总增值

率（

%

）

本年增值

率（

%

）

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 银川

662,111,015.58 805,863,200.00 143,752,184.42 21.71 21.71

新华联国际大厦底商 北京

15,175,574.88 136,378,700.00 1,001,400.00 798.67 6.60

西宁新华联购物中心 西宁

768,993,660.03 880,592,500.00 3,140,100.00 14.51 0.36

上海新华联购物中心 上海

1,080,477,226.05 1,106,081,500.00 3,576,100.00 2.37 0.33

芜湖投资 芜湖

28,513,502.00 28,513,502.00

合计

2,555,270,978.54 2,957,429,402.00 151,469,784.42

增值率超10%项目公允价值与当地类似房地产的价格比较：

2017年3月31日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元/日/平方米

项目名称 位置 公允价值 评估基准价

[

注

1]

周边平均租金

[

注

1]

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 银川

80,340.02 5.3 5.0-5.5

2017年12月31日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元/日/平方米

项目名称 位置 公允价值 评估基准价

[

注

1]

周边平均租金

[

注

1]

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 银川

80,586.32 5.3 5.0-5.5

[注1]：周边平均租金、评估基准价均取自各期末的评估报告。

本期银川新华联购物中心增值率超过10%，是由于本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允价值开始持续可靠取

得，建设期间采用成本计量，由于前两年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周边商用房产租金也持续增长，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差额为141,289,184.42元，增值率已达21.34%。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