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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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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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 股票代码

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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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成 李雪莉

办公地址 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电话

0635-3481198 0635-3481198

电子信箱

000830@lxhg.com 000830@lxh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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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264,015.54 7,287,551,211.17 4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0,161,483.28 551,202,363.41 2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707,973,344.06 535,793,070.65 218.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4,466,958.51 1,810,066,382.94 4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128 0.330 24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128 0.330 24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5% 6.32%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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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4,593,375.79 27,774,724,142.06 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42,089,000.72 10,253,947,931.79 12.56%

注：每股收益按照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减去对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已滋生但尚未分

配的利息6750万元，除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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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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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60% 492,248,464

质押

196,3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7% 39,124,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其他

1.08% 15,887,5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10,707,25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61% 9,000,000

林小萍 境内自然人

0.54% 7,976,000

王咏梅 境内自然人

0.52% 7,687,9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5% 6,650,498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6,499,939

廖承佳 境内自然人

0.37% 5,383,7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在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中 ，股东林小萍通过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7,97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股东王咏梅通过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87,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股东廖承佳通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37,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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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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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公司董事会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结构变化，及时决

策调整，顺势而为，保持公司的发展方向符合国家和社会要求。严抓安全环保节能不放松，为装置稳定运行

创造了良好环境；加强生产企业的精细化管控，抓关键促稳定，实施装置运行周期考核，实现了“安、稳、长、

满、优” 。以市场需求和客户满意为标准，实施产品质量再提升，逐渐扩大品牌影响力。经营团队以“满负荷、

低库存、好价格” 为原则，紧跟市场，灵活操作，实施网采新模式，取得较好效果。持续完善智慧化工园区平

台功能，园区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智能化优势进一步体现。

积极推进在建续建项目进展，制造与工程设备制造能力进一步提升。退城进园一体化项目中的合成氨

和气化炉装置已经安全实施投料生产，产出了优质的合成气和液氨产品，实现了园区内液氨、合成气供应自

给自足，同时，配套公用工程已经投入运行，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园区的综合竞争力。积极响应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要求，调整取消了尿素、硝基复合肥项目建设。甲醇项目、多元醇原料路线改造等

项目正在按照建设节点有序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07亿元，同比增长45.55%；净利润17.17亿元，同比增长21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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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30�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8-049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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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4月1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2018年5月29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82,797.6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2018年8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82,797.60万元,拟

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5亿元,调整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132,797.60万元。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焦延滨先生、蔡英强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10.2.5条的规定，该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

原则

原

2018

年预计

金额

调整后预计金额

2018

年

1-6

月份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及安装 市价

4,884.00 4,884.00 326.63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催化剂 市价

15,112.00 15,112.00 9,489.37

鲁西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原料 市价

7,500.00 17,500.00 2,429.04

小计 市价

27,496.00 37,496.00 12,245.04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市价

530 530 164.95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及制作 市价

35 35

鲁西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 市价

50,000.00 90,000.00 54,068.67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材料、设备 市价

2,237.60 2,237.60 238.40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电、蒸汽 市价

290 290 14.68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 市价

600 600 551.92

宁夏精英鲁西化肥有限公司 材料 市价

995 995 47.78

宁夏精英鲁西农资物流有限公司 肥料 市价

540 540

小计 市价

55,227.60 95,227.60 55,086.40

向关联人

提供服务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市价

62 62 28.30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市价

12 12 5.66

小计 市价

74 74 33.96

合计 市价

82,797.60 132,797.60 67,365.40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及安装

2,570.44 4,000.00 0.21% -35.74%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催化剂

9,867.54 18,000.00 0.79% -45.18%

宁夏精英鲁西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及安装

53.82 0.00% 100%

小计

12,491.80 22,000.00 1.00% -43.2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273.74

300.00 0.02% -1.93%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及制作

20.46

鲁西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

922.11 0.06% 100%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材料、设备

427.33

910.00 0.05% -21.85%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电、蒸汽

283.84

宁夏精英鲁西化肥有限公司 材料

10.58 1,300.00 0.00% -99.19%

宁夏精英鲁西农资物流有限公司 肥料

310.73 60.00 0.02% 417.89%

小计

2,248.79 2,570.00 0.15% -12.50%

向关联人提

供服务

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58.36 60.00 0.20% -2.73%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11.43 12.00 0.04% -4.76%

小计

69.79 72.00 0.24% -3.07%

合计

14,810.38 24,642.00 1.39% -39.90%

4、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18�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78,180.8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及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聊城市鲁化路68号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注册资本：1,08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张金成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机械设备和化工原料（未经许可的危险品除外）的生产和销售；自有房屋、土地的

租赁，物业管理、房屋修缮、水电暖等公共设备的维修，环境绿化工程；种植和施肥机械、作物收获机械的租

赁；化工技术咨询与服务；企业管理软件的开发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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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2）关联方名称：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聊城市经济开发区辽河路28号

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合营企业

注册资本：128,210,000元

法定代表人:刘凯

经营范围：第三类压力容器（高压容器限单层）、无缝气瓶（限钢质无缝气瓶、车用压缩天然气气瓶）、

特种气瓶（限车用缠绕气瓶、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真空绝热低温气瓶、压缩天然气钢质内胆环向缠绕气

瓶）、汽车罐车（含低温绝热罐体）、长管拖车、管束式集装箱、罐式集装箱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集装箱半挂车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工业管道GC、公用管道GB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上述经营项

目凭有效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经营）。专用车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

服务（凭有效的工信部公告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3）关联方名称：宁夏精英鲁西农资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38号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冯德学

经营范围：装卸、搬运、仓储；编织袋、化肥、农膜、农药、农机具的销售；粮食的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及

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4）关联方名称：宁夏精英鲁西化肥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38号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冯德学

经营范围：化肥、硫酸、氨水的生产销售；货物的装卸搬运。

（5）关联方名称：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住所：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西北侧

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郭喜文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易制毒品除外）生产、销售；催化剂研发；来

料加工（涉及许可的及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废旧物资回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关联方名称：鲁西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湾仔港弯道6-8号瑞安中心33字楼3312室

关联关系：同受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企业

注册资本：2,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张金成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有关产品进出口贸易；机械、设备及其零件的进出口贸易。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之联营企业，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

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

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执行市场价格时，双方可随时根

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

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的需求，与关联方在本次授权范围内签订合

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主要与日常生产经营相

关，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进行的，定价是公允的，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该议案提交我们审议，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已得到我们的事前认可。经

审议，我们认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10.2.5条的规定，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类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

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关联董事就该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30� �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8-047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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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8月1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

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福江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30� �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8-046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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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4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14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82,797.60万元,拟增加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5亿元,调整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132,797.60万元。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张金成先生、焦延滨先生、蔡英强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条,10.2.5条的规定，该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2018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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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塔食品 股票代码

00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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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恩战 李娜君

办公地址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 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

电话

0535-8938520 0535-8938520

电子信箱

shuangtashipin@sohu.com shuangtashipin@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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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755,792.06 813,800,632.80 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191,793.85 43,403,272.64 5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61,895,306.17 25,627,632.12 14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362,330.76 -104,677,570.44 -295.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34 0.0344 5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34 0.0344 5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1.6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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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7,466,766.48 4,330,611,864.54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75,085,656.55 2,599,265,895.0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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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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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远君兴农业发

展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45% 435,250,137 0

质押

234,499,600

杨君敏 境内自然人

13.86% 175,060,633 131,295,475

质押

141,021,100

石河子金都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25,160,000 0

兴业全球基金

－

工

商银行

－

华融国际

信托

－

华融·正弘

1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25,059,900 0

张沐城 境内自然人

1.39% 17,500,000 0

周华亮 境内自然人

1.22% 15,470,105 0

李映菲 境内自然人

0.91% 11,457,095 0

西藏银汐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7,736,895 0

招远市金岭金矿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5,142,695 0

于鹏程 境内自然人

0.32% 4,029,77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君敏先生为石河子金都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同时杨君敏先生担任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的法人代表；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与招远市金岭金矿实际控制人同为招远市金岭镇人民政府。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510000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130150137

股，合计持有

435250137

股 ；周华亮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15470105

股，合

计持有

15470105

股；招远市金岭金矿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5142695

股，合计持有

5142695

股 ；于鹏程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4029773

股，合计持有

402977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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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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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粉丝、豆类蛋白、食用菌等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包括纯豆粉丝、杂粮粉丝、

红薯粉条、豌豆蛋白、绿豆蛋白、膳食纤维、食用菌等。

1、粉丝业务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多系列、多品种的粉丝产品以及围绕粉丝产业链深度开发为主营业务,粉丝业务是公

司的传统核心业务。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品类包括纯豆粉丝 、杂粮粉丝 、红薯粉丝,是行业内最大的龙口粉丝

生产企业,也是唯一一家上市企业。

近年来,公司顺应我国加快农产品发展步伐的趋势,在粉丝产品的质量、生产、销售上取得了不菲的业绩。

公司作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粉丝行业工作委员会的会长单位,在规范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

出贡献。为维护品牌声誉,公司一直带头承诺“六不添加” ,保证了过硬的品质质量。随着公司对销售渠道的建

设和逐步完善,市场开拓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公司粉丝销售已经覆盖全国各大中城市,销售渠道主要包括

商超渠道、餐饮渠道、农贸渠道。品牌优势凸显,带动粉丝业务进入了较快发展期。

2、豆类蛋白业务

利用专利技术一“从粉丝废水中提取食用蛋白”技术,将饲料级蛋白提纯到食用级蛋白,目前公司可生产

高纯度蛋白、低纯度蛋白。产品投放市场后,因豌豆蛋白与其它植物蛋白相比,拥有非转基、无过敏原、无胆固

醇、分子量小、易吸收等优点,深受欢迎,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十分畅销。公司根据蛋白行业竞争格局,结合自

身在循环经济产业链、科技创新领域方面的优势,着力打造豌豆蛋白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公

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取出不同纯度的食用蛋白,满足不同客户的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蛋白

的应用领域,加强与全球前高性能鱼(三文鱼、鳕鱼)饲料企业的合作,为豌豆蛋白的销售探索出了更加广阔的

空间。未来公司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发展豌豆蛋白产业为核心,打造大健康产业新格局,重点研发绿豆蛋白

粉、豌豆蛋白粉、蛋白肽、蛋白质饮料等。

3、食用菌业务

食用菌产业是公司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公司按照大生物产业链的发展新思路,加大产

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以金针菇、香菇为重点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建设高标准、高科技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培育

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该项目具有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强、发展潜力大等优点。目前,食用菌基地中的香菇

项目是中国第一家工厂化香菇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的果木资源和粉丝生产下脚料,变废为宝,实现循环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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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君敏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8-063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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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8

月4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8月15日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杨君敏主持。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18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刊登在2018年8月16日的巨潮资讯网上，《2018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刊登在

2018年8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

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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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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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

4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8月15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美荣主持。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

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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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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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阿阿胶 股票代码

0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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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吴怀峰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

78

号

电话

0635-3264069

电子信箱

wuhf@dongeejia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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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5,982,356.58 2,934,391,557.31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2,252,709.27 901,470,367.65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780,033,714.98 838,871,254.16 -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1,772,977.16 -591,284,364.76 -4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3184 1.3783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3184 1.3783 -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4% 10.6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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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6,420,241.35 12,376,029,971.71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21,225,216.48 9,844,300,517.4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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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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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4% 151,351,73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96% 45,493,409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6% 44,871,342

奥本海默基金公司

－

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3.57% 23,367,9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

3.15% 20,581,889

安邦资管

－

招商银行

－

安邦资产

－

共赢

3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9,795,3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1.43% 9,339,6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8,677,042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18% 7,741,01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7,652,6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为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华润

东阿阿胶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151,351,73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4%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4,871,34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6%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与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共持有

196,223,0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0%

。

未知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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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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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发展战略，全面实施文化体验营销，构建工商命运共同体，推进与经销商的战

略合作，共同维护终端，实现多方共赢。以“阿胶+”战略，优化价值回归工程，功能开发服用方便、学术标准

支撑工程，原料内外掌控、全过程溯源工程，推动公司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高质量发展。阿胶持续转向高端滋

补客群，推动纯销增长、份额提升，深耕重点区域市场。复方阿胶浆定位气血双补，利用气血双补传统认知，

持续开创气血保养广谱消费。阿胶糕继续开创都市白领女性，拓展产品线上销售。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8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62亿元，公司投入资本回报

率、净利润率等关键指标均居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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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山东东阿阿胶健康管理连锁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东莞市东阿阿胶有限责任

公司已办完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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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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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8月1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田阿胶” ）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

阿胶”或“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260万元，主营业务是胶剂制品加工、销售，驴皮、农产品的收

购、销售。

根据东阿阿胶十三五战略，结合和田阿胶地域及经营环境等综合因素，东阿阿胶拟以增资引进投资者

的方式出让和田阿胶股权。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将通过在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方式进行增资，投资

方为社会投资者，交易定价依据为评估备案后的净资产价值。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项

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

住所：和田市二环路3号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1,26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06月10日

经营范围：胶剂、糖果制品加工、销售，驴皮、农产品的收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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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6,340.83 9,041.82 27.67

营业利润

2,830.24 581.48 -382.11

净利润

2,405.05 492.55 -300.37

项目

/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664.95 28,736.42 17,991.81

负债总额

12,028.54 25,324.33 15,072.27

净资产

2,636.41 3,412.09 2,919.54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为公开挂牌交易，交易对方为社会投资者，具体投资方尚无法确定。

四、交易作价依据

以和田阿胶2017年8月31日经评估备案后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经和田阿胶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账面资产总额14,312.8万元，评估值15,839.47万元，评估增值1,

526.67万元，增值率10.67%；账面负债总额11,876.41万元，评估值11,123.41万元，评估增值-753万元，增值率

-6.34%；账面净资产2,436.39万元，评估值4,716.06万元，评估增值2279.67万元，增值率93.57%。

收益法：评估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账面净资产2,436.39万元，评估值4,603.51万元，评估增值2,167.12

万元，增值率88.95%。

公司计划以资产基础法下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本次增资定价的基础， 最终成交价格将以产权交易所

投资者摘牌价为准。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若顺利完成，公司持有的和田阿胶股权将由100%下降为49%，对公司2018年度收入和利润不

产生影响，同时避免远距离运输风险。并且，通过此次交易，能够实现和田阿胶引进新投资者、增强自身实

力的目的，同时降低公司风险，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交易定价公允、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交

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

将该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

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的

担保。

二、关于对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该交易定价公允、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交

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张炜、路清、张元兴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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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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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4日以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4、本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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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23� � � �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18-33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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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4日以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4、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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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确定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确定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每人每年12万

元人民币（含税）。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所需的差旅费以及《公司章程》约定应由公司承担的其他费用，均在

公司据实报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需提交最近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新疆和田阿华阿胶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707� � � � �证券简称：健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8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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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0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6）， 由于工作人员疏

忽，该公告内容出现三处错误，特更正如下：

序号 更正前 更正后

1

基于以上事项，公司总股本由

42,350

万股调整为

552,425.90

万股 ，谢

菊华女士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增持

100

万股调整为

130

万股。

基于以上事项 ，公司总股本由

42,350

万股调整为

55,242.59

万股 ，谢菊

华女士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增持

100

万股调整为

130

万股。

2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谢菊华。

2

、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前，谢菊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1,841.94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谢菊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743.16

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50%

。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谢菊华。

2

、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前 ， 谢菊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1,841.94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菊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613.16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26%

。

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17

年

12

月

06

日至

2018

年

05

月

23

日，谢菊华女士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18.63

万股 ，累计增持金额为

5,

025.57

万元，累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58%

。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完成后，谢菊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15,743.16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50%

。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17

年

12

月

06

日至

2018

年

05

月

23

日，谢菊华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18.63

万股 ， 累计增持金额为

5,

025.57

万元，累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58%

。本次增持计

划实施完成后 ，谢菊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15,613.16

万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26%

。

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对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0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8-111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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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5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乐伍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

相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轮候冻结股份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比例（

%

）

陈乐伍

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

42,270,900 2018-8-14 36

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00

合计

- 42,270,900 - - - 100.00

2、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陈乐伍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27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5%；累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

数量为42,270,9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7.45%。本次新增被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公司及陈乐伍先生

均未收到其他方关于此事项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2、陈乐伍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目前暂未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积

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陈乐伍先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30� � �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8-048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423� � �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18-35

半年度

报告摘要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公告编号：2018-065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