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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2018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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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4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的《关于对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21号，以下简称“半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2018

年半年报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公司收到《半年报问询函》后，积极组织各相关部门对其中涉及

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审

计意见，包括了保留意见和强调事项。

问题：（一）请你公司结合半年报说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及强调事项的进展情况，预期消

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二） 请详细说明强调事项涉及的相关诉讼案件以及报告期内新增大额诉讼事项截至目

前的详细进展，是否按照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以及你公司对相关诉讼事项确

认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具体依据，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及强调事项的进展情况，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1.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及强调事项的进展情况。

（1）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为：由于南充诉讼案件的影响，公司未获

得南充分公司2017年部分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会计核算资料。事项进展情况为：公司已对南

充分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调整，采取措施严格对南充分公司管理，加强管控；因未获得南充分公

司2017年部分财务资料导致审计范围受限，公司已启动法律诉讼，要求当事人杜其星向公司移

交南充分公司全部资料（包括南充分公司财务凭证、工程资料等）。公司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

推动加快处理涉及南充项目、涉及杜其星的诉讼和后续执行。目前公司诉杜其星移交会计资料

的案件已开庭审理，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2）强调事项进展情况。强调事项涉及的诉讼基本都得到妥善解决。详细进展情况为：

一是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南充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该案件

于2017年4月19日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已判决。2018年5月14日，公司收到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6）川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公司：一、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01,329,042.34元；二、支付工程款

利息，从2016年4月6日起以101,329,042.3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息至付清之日止；三、支付违约金，从2016年4月6日起以101,329,042.3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0.3倍计息至付清为止；四、案件受理费971,800元，由南充

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91,540元，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80,260

元；保全费5,000元由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公司已根据判决结果计提涉诉预计

负债但尚未支付相关款项，并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截至目前尚未开庭。华盛公

司因诉公司及南充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措施，2016年9月30日本公司在平安银行昆明日新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11014536927004中人民

币10,000.00万元的资金被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二是杜其星诉公司合同纠纷案件。 该案于2017年11月14日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一审已判决。2018年5月14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7）川民初75号《民

事判决书》， 法院判决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杜其星退还风险保证金2,000万元及

利息，利息从2011年4月28日起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1,507元，由杜其星负担1,045,

356.3元，公司负担116,150.7元。公司已根据判决结果计提涉诉预计负债但尚未支付相关款项，

并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截至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是西部水电建设有限公司诉公司、 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及文德扬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案件，原告已撤诉。2018年9月1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一）准许原告西部

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撤诉；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2,055.2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71,027.60元，

由原告西部水电公司负担。（二） 解除对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

施。解除保全措施的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如不服解除保全措施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五日内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四是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反诉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撤诉。在案件审理

期间，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公司积极推进与被告方的协商。在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公司及

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018年8月， 经贵州

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一）准许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诉；（二）准许反

诉原告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撤回反诉。

2.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公司已制定消除影响事项的时间计划，预计2019年4月前

完成相关诉讼并消除影响。公司将积极推动南充分公司财务资料获取的诉讼和相关工作，争取

尽快获取2017年部分未提供的会计资料。具体时间受诉讼进展及执行情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二） 请详细说明强调事项涉及的相关诉讼案件以及报告期内新增大额诉讼事项截至目

前的详细进展，是否按照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以及你公司对相关诉讼事项确

认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具体依据，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2017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中强调事项涉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详见问题一的回复内

容。报告期内，公司未新增大额诉讼事项。公司对重大诉讼均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对强调事项涉及的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南充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案件以及杜其星诉公司合同纠纷案件，公司以一审判决结果，依据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要求， 暂补确认南充项目工程成本7,805.49万元， 预提诉讼相关违约金及利息2,

933.13万元，预提管理费用一诉讼费79.64万元。上述预计负债确认的会计处理依据为《企业会

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负债》，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是充分的。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亿元，同比下降68.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2亿元，同比下降298.42%。

问题（一）请结合你公司的订单情况，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下降幅

度较大的原因；（二）请结合你公司的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说明公司报告期

内毛利率为负且亏损幅度较大的原因。

回复：

（一）请结合你公司的订单情况，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

大的原因。

1.公司订单情况

2017年公司获得主营业务工程订单37.27亿元， 其中PPP订单26.20亿元， 垫资项目7.26亿

元， 进度款项目3.81亿元。2018年上半年公司获得主营业务工程订单1,400万元。2018年上半年

公司主要业务来源于2017年承接的PPP订单，虽然PPP项目订单量增加，但受国家规范PPP项目

的入库以及公司基本面的影响，公司PPP项目的合同签订和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报告期内，PPP

项目贡献收入为6,945.12万元， 占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的67.02%， 占PPP订单金额的

2.65%。

2.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证券简称 2018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 2017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美丽生态 10,753.03 27,339.54 -60.67%

云投生态 10,362.96 32,889.64 -68.49%

东方园林 646,311.68 498,429.69 29.67%

丽鹏股份 70,834.54 79,491.83 -10.89%

棕榈股份 235,230.52 212,624.42 10.63%

普邦股份 165,450.99 158,874.49 4.14%

岭南股份 355,459.36 167,737.07 111.91%

文科园林 138,030.03 115,003.75 20.02%

绿茵生态 29,972.39 34,571.50 -13.30%

铁汉生态 493,785.13 279,483.01 76.68%

美晨生态 179,083.67 149,459.28 19.82%

蒙草生态 188,285.07 269,215.22 -30.06%

美尚生态 105,419.65 81,668.34 29.08%

农尚环境 22,298.13 20,320.92 9.73%

杭州园林 34,179.77 6,449.18 429.99%

花王股份 59,131.69 45,781.30 29.16%

诚邦股份 37,332.10 33,604.24 11.09%

东珠生态 84,499.43 52,669.46 60.43%

元成股份 45,885.66 29,534.11 55.36%

天域生态 57,716.41 38,578.23 49.61%

乾景园林 16,025.87 18,342.48 -12.63%

大千生态 35,006.19 27,891.83 25.51%

从上表可以看出，同行业上市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规模大部分增幅不大，甚至部分

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主要是：（1）

公司中标获得订单的PPP项目，受政策调整等影响，合同签订、项目融资和实施进度未达预期，

计划实现的工程收入大幅下降。（2）受公司2017年巨额亏损、部分项目出现诉讼风险等因素影

响，公司基本面不佳，2018年上半年新增订单量减少；（3）公司工程回款不理想、诉讼导致大额

资金被冻结，且负债率超过80%，融资难度大，导致公司流动资金不能保证业务持续增长。

（二）请结合你公司的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说明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

为负且亏损幅度较大的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负数的主要原因：南充项目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公

司及南充分公司案件和杜其星诉公司案件的一审判决公司败诉。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暂补确认南充项目工程成本7,805.49万元，降低了公司整体毛利率。若

剔除南充项目新增成本的影响，公司2018年1至6月的毛利率为13.87%。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增减变动情况，

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362.96 32,889.64 -22,526.68 -68.49%

营业成本 16,731.17 24,947.22 -8,216.05 -32.93%

毛利率 -61.45% 24.15% -85.60%

期间费用 11,444.92 9,997.56 1,447.36 14.48%

其中：销售费用 1,179.47 2,312.86 -1,133.38 -49.00%

管理费用 3,360.72 3,952.90 -592.19 -14.98%

财务费用 6,904.73 3,731.80 3,172.93 85.02%

营业外支出 2,939.15 342.08 2,597.07 759.20%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影响亏损较大的主要原因包括：（1）营业收入下降。公司2018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68.49%；（2）毛利率为负。2018年上半年毛利率为-61.45%，较上年

同期毛利率24.15%减少了85.60%。原因是南充项目诉讼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在无收入确认的情

况下，补记成本7,805.49万元；（3）财务费用大幅增长。2018年上半年发生财务费用6,904.73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02%。原因是公司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同时因诉讼冻结资金、业务资金回

流滞后等导致现金平衡困难，融资规模增长；（4）营业外支出大幅增长。原因是公司根据南充

项目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南充分公司案件和杜其星诉公司案件的一审判决

结果，计提预计负债一一诉讼相关违约金及利息2,933.13万元。

三、 最近两年又一期， 你公司的流动比率均小于1，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1.01%、81.85%和

87.7%，且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5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3,371.3%。

问题：（一）请结合你公司发展模式说明资产负债率连续上升且报告期末高于80%的原因

及合理性；（二）请结合短期借款规模、现金流状况等分析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说明你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回复：

（一）请结合你公司发展模式说明资产负债率连续上升且报告期末高于80%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主营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市政总承包工程。市政工程一般为“前期垫付、分期结

算、分期收款” 的模式，项目施工周期长、工程进度款和结算款审核程序复杂、结算审计程序周

期长等特点，在保持收入合理规模且工程实施、结算和回款能够按合同约定履行情形下，企业

能保持一定的负债规模。增加工程收入规模，将导致负债规模增加。若出现工程项目结算和款

项回收逾期，将占用流动资金，需要增加负债保持业务规模，将导致负债率上升。

2015年公司收入规模84,326.74万元，资产负债率67.92%；2016年公司收入规模100,974.28万

元，资产负债率71.02%；2017年收入规模66,826.63万元，资产负债率81.85%；2018年上半年收入

10,362.96万元，资产负债率87.7%。2017年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亏损4.04亿元，导致净

资产下降，资产负债率上升超过80%；2018年上半年公司亏损2.01亿元，导致净资产下降，资产

负债率上升达到了87.7%。

（二）请结合短期借款规模、现金流状况等分析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说明你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1.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的原因。2018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71.3%。主要原因是：一是报告期内，公司应收

账款回款不如预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4,514.22万元；二是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251.65万元。

2.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的说明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18.71亿元，其中：由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金额为13.65亿元，占全部短期借款总额的72.56%，其余为云投集团

提供担保的商业银行借款。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余额为3.26亿元，

流动资产22.85亿元，流动资产具有变现能力。未来6个月，公司有12.7928亿元短期借款需要归

还。对此，公司拟采取措施提高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确保按期归还上述即将到期的借款，并提高

公司流动性。一是短期内，公司积极与云投集团和借款银行协商，通过借新还旧方式予以归还；

云投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在资金方面给与公司大力支持，并继续为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积极化解因南充项目、贵州六盘水项目等项目所引发的诉讼案件而给公司带

来的不利影响，截止目前，由南充项目、贵州六盘水项目等项目所引发的诉讼案件均取得了阶

段性的进展；二是长期来看，公司已成立“应收账款催收专责组” ，专门负责工程项目的督促审

计结算、工程款催收等工作，加快业务资金的回流，提高资金流动性。通过应收账款回收逐步归

还短期借款；对于结算和工程款支付逾期项目，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主动维护公司利益，降低

风险提高偿债能力。此外公司通过加强新项目实施标准管理，承接适宜公司资金和业务实施能

力的项目，保证业务收入规模增长和资金安全。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4.66亿元，较期初余额下降约4.52%，报告期内，你公

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2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90.66%，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问题：（一）结合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情况，说明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大额应收账款是否

存在回收风险；（二）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会计政策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同行业上

市公司相比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情况，说明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大额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回

收风险；

1.公司2018年上半年及2017年上半年前五大客户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2018年1至6月前五大客户 2017年1至6月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销售总额比

例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销售总额比

例

1

遂宁仁里古镇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2,123.43 20.49%

云南昭通市省耕山水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4,576.74 13.92%

2

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500.88 14.48%

银川爱必达园艺有限

公司

4,405.10 13.39%

3

曲靖市沾益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1,159.26 11.19%

元谋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3,212.41 9.77%

4

昆明正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859.39 8.29%

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828.30 8.60%

5

云南建投第五建设有

限公司

670.27 6.47%

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1,730.30 5.26%

合计 6,313.24 60.92% 合计 16,752.86 50.94%

2.公司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6月30日前5名应收账款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截止2018年6月30日 截止2017年6月30日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金额 账面价值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金额 账面价值

1

景东彝族自治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7,532.39 993.70 6,538.69

景东彝族自治

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6,786.29 587.26 6,199.03

2

丰城市城市投

资建设有限公

司

5,026.66 5,026.66 -

丰城市城市投

资建设有限公

司

5,428.73 5,428.73 -

3

贵州金色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4,623.89 355.27 4,268.62

石林工业开发

区投资有限公

司

3,754.79 674.53 3,080.26

4

云南工程建设

总承包公司

3,415.89 341.59 3,074.30

元谋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3,075.00 153.75 2,921.25

5

重庆酉阳县桃

花源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2,897.75 579.55 2,318.20

重庆酉阳县桃

花源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3,598.10 359.81 3,238.29

合计 23,496.56 7,296.76 16,199.80 合计 22,642.91 7,204.08 15,438.83

从上表可以看出，根据业务特点，公司收入确认与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并未形成一一对应的

关系，收入大幅下滑不会对应收账款的回收造成重大影响。但基于公司的业务特点，项目施工

周期较长，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

来不能及时验收和审计结算的风险；公司部分工程应收款项存在不能按时回收的风险。

（二）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会计政策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

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1.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说明

公司执行的应收账款会计政策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将应收账款余额超过500万元的非关联方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

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应收款项 其他方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00%

1－2年 10.00%

2－3年 20.00%

3－4年 40.00%

4－5年 50.00%

5年以上 100.00%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关联方组合 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其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严格执行上述会计政策，根据应收账款的账龄及重大程度已充分计提了坏账准备。报

告期内，公司确认资产减值损失2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90.66%。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

公司收回应收账款冲回了部分坏账准备； 二是上年同期公司全额计提江西丰城项目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导致公司上年同期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

2.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东方园林 普邦股份 铁汉生态 棕榈股份 岭南股份

1年以内（含1年） 5.00% 5.00% 5.00%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3年 10.00% 10.00% 15.00% 20.00% 20.00%、30.00%

3－4年 30.00% 30.00% 20.00% 50.00% 50.00%

4－5年 50.00% 50.00% 50.00% 10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已经公允的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资产质量，公司制定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是合理的。

五、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3.27亿元，其中冻结金额为1.15亿元，请以列表形式

补充披露你公司目前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开户账户银行名称、账户类型及

用途、被冻结单位名称、被冻结金额、被冻结日期以及被冻结具体原因等）、公司银行账户的设

置情况、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个数占公司银行账户个数的比例、被冻结的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 并请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具体

影响，是否属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1.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序号 开户行名称

账户类型及用

途

被冻结单位名称

被冻结金额

（元）

被冻结日期 冻结原因

1 平安银行 一般账户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7年8月4

日

西部水电公司起诉

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

财产保全

2 农发行

专用账户一贷

款账户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43,808.33

2017年8月4

日

3 民生银行 一般账户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190.42

2017年8月4

日

4 平安银行 一般账户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6年9月28

日

南充市华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诉公司

及南充分公司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财产保全

5 中国工商银行 一般账户

云南洪尧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合肥

分公司

12,353.15

2015年12月

10日

2012年工商年检未

通过

6 兴业银行 一般账户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02,377.21

2018年6月8

日

云南雄兴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诉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财产保全

7 富滇银行 一般账户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6,173.83

2018年6月8

日

合计 114,921,902.94 - -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在平安银行、农发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兴业

银行、富滇银行等25家银行共计开设了81个账户，被冻结银行账户个数占总公司银行账户开户

个数的7.41%，被冻结的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35.17%。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西部水电公司起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以及云南雄兴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财产保全冻结的五个账户资金已解除冻结， 扣除上

述解除冻结的账户资金，被冻结的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例为30.60%。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资金流转及资金效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加之公司大部分资

金都是通过有息负债融得，上述账户被冻结增加了公司财务成本。上述冻结的银行账户不是公

司基本户，不属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扣除已解除冻结的银行账户，目前还剩两个银行账户资

金被冻结， 其中因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南充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财产保全冻结的公司在平安银行的1亿元资金，诉讼案件已经一审判决，公司已经上诉，公司将

积极推动案件的解决并解除账户冻结。 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已经启动

注销程序，预计注销完成后将解除账户冻结。

六、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中存在预付个人-谢友根的余额为289.98万元，请详细

说明预付个人款项的具体性质，账龄超过一年的原因。

回复：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中存在预付个人-谢友根的余额为289.98万元。说

明如下：公司于2008年9月8日、2009年9月9日、2010年1月11日分别与“江西省丰城市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签订了江西省丰城市丰水湖公园第一、二、三、四期建设项目，合同总造价为23,000

万元。项目于2011年1月陆续通过竣工验收。公司于2008年5月至9月，分别与供应商谢友根签订

了苗木种植、预制砼制作等工程合同。该款项性质为公司预付江西丰水湖项目中苗木种植及养

护、 土建铺装等子项目的谢友根实施工程的款项， 因该项目与发包方的审计结算工作尚未完

成，最终与谢友根的结算也未完成，导致预付款尚未完全扣回，致使上述预付账款账龄超过一

年。

当时公司按照此类工程特点，选择了个人谢友根作为供应商。为加强内部控制，公司逐步

以法人单位作为供应商选择的对象。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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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2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27日一9月28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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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9∶30一11∶30，13∶00一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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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15∶00至2018年9月28日15∶

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135,619,6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45.8174� %。其中：

1．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5,

609,5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814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0,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35,619,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弃权股数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数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中明 向贝蓓

3．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8-068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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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9月28日，其中：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2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下午15:00至2018

年9月2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原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284,089,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706,118,997股的40.2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34,83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32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且均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现金收购风电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5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66％；反对474,8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6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56,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66％；反对474,8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84,089,900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56,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81％；反对474,3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6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56,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81％；反对474,3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84,089,900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提案已于2018年9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王璐律师、马楠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

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9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8-58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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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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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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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15：00至2018年9月

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18号IFC福州国际金融中心41层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卢少辉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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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43,537,4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83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612,2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131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

晖、李艾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1.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出资比例向其参股公司

福清金森缘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4％；反对612,29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612,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控股子公司福建三木琅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其股东方福州市琅岐城

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4％；反对612,29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612,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长薪酬待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925,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34％；反对612,299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612,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李艾璘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81� � �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2018-061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关联股东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三道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对提案1.00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2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2018年9月2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

00-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8年9月27日15:00至2018年9月2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39号北大生物城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爱华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354,645,2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75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45,605,8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22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9,039,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52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4,802,8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5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4,690,4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2,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议案1.00� 《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受让医药CMO生产基地之在建工程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57,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0,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议案2.00�《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徐若然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354,532,80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

表决结果：通过，当选。

2.02.候选人：《选举张一诺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354,532,80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

表决结果：通过，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徐若然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24,690,42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8％。

2.02.候选人：《选举张一诺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股份数:24,690,42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喜明，张晖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未名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