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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8-070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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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炼石有色，证券代码：000697）于

2018年10月17日、10月18日、10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等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完成了验资、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及置换先期投入资金的工作。 新增股份登

记工作正在进行中，待相关流程走完后，有关发行对象情况、发行过程、新增股份上市日期等会在发行情况暨

上市公告书中予以详细披露。 本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为四川发展国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四川富润企业重

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各自认购了发行股份数的50%。

针对本次募集资金不足置换先期投入部分，拟以债转股的方式解决（该事项披露于2018年10月19日的指

定网站www.cninfo.com.cn）。

5、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张政先生正在筹划出让部分股权事项已披露于2018年10月19日的指定网站www.cninfo.

com.cn。

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8年10月9日披露，同时发布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已披露的季度报

告和业绩预告不存在补充修正。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泰达宏利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约定转换为开放式基金的提示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泰达宏利绝对

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泰达

宏利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在2018年10月23日触

发基金合同约定，于2018年10月24日转换为开放式基金，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特将本基金相关情况及风险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泰达宏利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泰达宏利绝对混合

基金代码：001896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11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本基金转换为开放式基金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满3年当日的前60天内连续2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的，本基金将在保持

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及风险收益特征等其他内容不变的情况下，转换为能够每日申购、赎回的开

放式基金，基金合同中对应定期开放条款相应修改，并终止附加管理费的计提，而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

截至2018年10月21日日终，本基金已在基金合同生效3年当日的前60天内连续18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2亿元。

若截至2018年10月23日日终，基金资产净值仍低于2亿元，基金管理人将依据《基金合同》约定，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在保持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及风险收益特征等其他内容不变的情况下，

将本基金转换为能够每日申购、赎回的开放式基金，基金合同中对应定期开放条款相应修改，并终止附加

管理费的计提。 同时，基金名称由“泰达宏利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转换为

“泰达宏利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三、基金转换的主要风险提示

1、基金转换为开放式后，其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及风险收益特征等保持不变。

2、终止附加管理费的计提。

3、若本基金转换为开放式基金，本基金将由每三个月开放一次的定期开放基金，转换为每个开放日开

放申购、赎回的开放式基金。 届时将因为基金运作方式的转变，对基金合同中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方式、投资

限制、巨额赎回的赎回比例、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

四、其他提示

投资者可以登陆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或拨打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698-888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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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准 董事 因公出差 谢元钢

公司负责人邹节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元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荔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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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39,938,845.47 3,229,564,585.48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4,658,341.52 2,653,911,888.64 4.9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5,782,260.85 1.83% 1,112,467,525.25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889,526.89 0.97% 366,826,452.88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1,139,445.71 -0.45% 351,139,531.53 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408,657.46 76.00% 398,283,133.67 5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42 0.98% 0.6215 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42 0.98% 0.6215 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0.34% 13.56% -0.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911,617.2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916,560.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5,846.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87,102.79

合计

15,686,921.3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274,675.27

作为税费项目，因其与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且不具特殊和偶发

性，故将其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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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三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11% 360,672,000 0

邹节明 境内自然人

9.05% 53,394,648 40,045,98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7,955,200 0

谢元钢 境内自然人

1.29% 7,613,319 5,709,989

王许飞 境内自然人

1.00% 5,929,900 4,447,425

王淑霖 境内自然人

0.97% 5,700,867 4,275,650

孙家琳 境内自然人

0.93% 5,482,610 0

翁毓玲 境内自然人

0.88% 5,205,474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0.72% 4,231,523 0

李荣群 境内自然人

0.66% 3,885,40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672,000

邹节明

13,348,662

人民币普通股

13,348,6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5,200

孙家琳

5,482,610

人民币普通股

5,482,610

翁毓玲

5,205,474

人民币普通股

5,205,47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231,523

人民币普通股

4,231,523

李荣群

3,885,409

人民币普通股

3,885,409

程志雷

2,5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6,100

宁炳炎

2,39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3,600

#

衢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3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邹节明先生为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

、邹节明先生与翁毓玲女士为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3

、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为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王淑霖女士为桂林三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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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预付款项期末余额25,389,105.22元较期初余额15,428,870.55元增加64.56%，主要系预付营销费用增加所致。

2、本期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17,103,610.29元较期初余额8,061,350.99元增加112.17%，主要系员工借备用金增加所致。

3、本期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35,445.51元较期初余额59,912.45元减少40.84%，主要系计提折旧所致。

4、本期应付帐款本期余额53,721,981.05元较期初余额135,963,825.68元减少60.49%，主要系应付货款减少所致。

5、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余额404,363.15元较期初余额1,918,432.76元减少78.92%，主要系本期期初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已支付

所致。

6、本期预收款项期末余额4,230,506.17元较期初余额14,184,497.16元减少70.18%，主要系预收款项已形成收入所致。

7、本期资产减值损失525,375.18元，较上期3,008,104.92元减少82.53%，主要系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8、本期营业外收入333,599.57元，较上期2,587,778.49元减少87.11%，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9、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98,283,133.67元，较上年同期250,354,774.30元增加59.09%，主要系收到的货款增加

所致。

10、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693,517.20元，较上年同期15,555.53元增加17,

215.50%，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11、本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472,000.00元，较上年同期27,753,453.65元减少91.09%，主要系收到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9,565,699.66元，较上年同期-78,921,436.99元增加162.80%，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金额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邹节明

;

邹洵

;

邹

准

本次发行前

股东所持股

份的流通限

制、股东对所

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

承诺其直接持有的金科创投的股

权，及其直接持有的三金集团的

股权，在担任该等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前述股份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该等公司股份。

2007

年

08

月

08

日

严格执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41,796

至

55,72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440.2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

1

）本业绩预计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2

）截至本业绩预计数发布时，还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计内容准确性的

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8,100 30,425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00 0 0

合计

42,100 30,425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桂林三金专网：

《桂林三金：

2018

年

7

月

0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18002

2018

年

09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桂林三金专网：

《桂林三金：

2018

年

9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18003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节明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18-029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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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三金集团本次拟增持股份价格不超过16元/股， 合计增持金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 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

币，自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实施完毕。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金集

团” ）的通知，基于对医药行业及本公司未来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已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截止目前，三金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60,672,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1.11%。

3、本次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的减持情况：三金集团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也不

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医药行业及本公司未来稳定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

2、计划增持股份的金额：合计增持金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3、计划增持股份价格：不超过16元/股。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6个月内。

5、计划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

6、计划增持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实施。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三金集团在股份增持实施期间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4、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公司股价波动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上限等原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戴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齐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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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91,128,140.42 858,017,939.67 7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2,707,657.27 764,628,586.59 82.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5,406,219.14 17.93% 247,614,166.36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629,508.05 13.29% 89,454,472.85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866,371.45 7.40% 87,687,086.25 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33,249.89 -980.97% 19,111,594.99 -72.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0.00% 0.98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0.00% 0.98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0.68% 10.55% -1.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93,776.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97.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1,891.75

合计

1,767,386.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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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岳 境内自然人

38.00% 44,591,512 44,591,512

北京科桥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

北京

科桥嘉永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6.56% 7,700,000 7,700,000

张进 境内自然人

6.28% 7,368,819 7,368,819

张建迪 境内自然人

6.28% 7,368,819 7,368,819

重庆西证价值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4,400,000 4,400,000

郝萌乔 境内自然人

3.41% 4,000,000 4,000,000

戴小林 境内自然人

1.30% 1,529,686 1,529,686

王苹 境内自然人

1.30% 1,529,686 1,529,686

杭州聚登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100,000 1,100,000

郎安中 境内自然人

0.40% 475,261 475,26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荣

400,888

人民币普通股

400,888

戴剑亭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郭臣英

23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200

张鹏

117,682

人民币普通股

117,682

李学峰

96,855

人民币普通股

96,855

林上智

96,831

人民币普通股

96,831

李建荣

93,532

人民币普通股

93,532

孙冬梅

92,403

人民币普通股

92,403

钟金杏

91,762

人民币普通股

91,762

沈映辉

88,631

人民币普通股

88,6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戴岳与郝萌乔系父女关系、戴岳与戴小林系姐弟关系、戴岳与王苹系夫妻关系；戴岳、郝

萌乔、戴小林、王苹是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戴剑亭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350,000

股，

合计持有

350,000

股；股东郭臣英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239,200

股，合计持有

239,200

股；股东钟金杏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91,762

股，合计持有

91,762

股；股

东沈映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88,631

股，合计持有

88,631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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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余额

/

本期金

额

(

元

)

期初余额

/

上期金

额

(

元

)

变动比例 变 动 原 因

预付账款

15,973,910.69 8,051,525.94 +98.40%

主要原因系本期原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62,629,199.36 3,986,885.21 +14012%

主要原因系本期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881,173.48 1,626,108.77 -45.81%

主要原因系本期自制设备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14,092.42 8,051,454.27 +31.83%

主要原因系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88,178.00 67,999.00 +1500.29%

主要原因系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287,866.15 1,575,239.51 +172.20%

主要原因系应付宝蓝物业股份公司的房租所致。

股本

117,350,000.00 88,000,000.00 +33.35%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新股所致。

资本公积

649,514,174.09 102,534,174.09 +533.46%

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新股，股本溢价所致。

税金及附加

1,949,285.82 147,826.94 +1218.63%

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增值税增多所致。

投资收益

0 696,859.66 -100%

主要原因系上年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其他收益

2,092,776.14 72,988.47 +2767.27%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研发补贴所致。

营业外收入

6,000.00 501,000.00 -98.80%

主要原因系上年度收到政府对公司上市的资金扶持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497.79 2,152.48 +805.83%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社保基数变动，社保滞纳金支出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79.77 322,533.27 -99.48%

主要原因系上年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014,307.67 2,594,400.37 +54.73%

主要原因系本年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376,398.05 13,699,306.86 +150.94%

主要原因系本年缴纳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85,088.65 13,058,824.09 +34.66%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公司上市

,

宣传费用、业务招待费用和审计

费用支出增加

,

本年度

B

区房租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 738,671.24 -100%

主要原因系上年购买理财产生的收益， 本年购买的理财产品

尚未产生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936,452.00 6,963,969.54 -86.55%

主要原因系本年房屋改造及无形资产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560,000,000.00 0

主要原因系本年购买理财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601,508,700.00 0

主要原因系本年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 221,589.67 -100%

主要原因系上年度代股东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6,112,575.00 221,689.67 11678.89%

主要原因系本年发行股票，支付发行费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95%

至

20.11%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2,000

至

14,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655.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围绕主营

业务，稳步推进年度经营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加，利润相应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6,000 16,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0,000 40,000 0

合计

56,000 56,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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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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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00号文《关于

核准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新兴东方航空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8]� 395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935万股，自2018年8月2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从8,800万股增至

11,735万股，公司注册资本从8,800.00万元增至11,735.00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

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9月26日召开了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时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完成上市后，对《公司章程（草案）》中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9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完成了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公司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33645490N

名称：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杉创意园四区4号楼

法定代表人：戴岳

注册资本：11735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06月16日

营业期限：1997年06月1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航空机载装备及配套仪器设备的生产制造等；航空机载装备及配套仪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

易咨询。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75�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1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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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6 皇庭国际 B25

000062 深圳华强 B21

000150 宜华健康 B20

000333 美的集团 B12

000401 冀东水泥 B32

000418 小天鹅A B12

000576 广东甘化 B28

000671 阳光城 B22

000697 炼石有色 B1

000939 凯迪生态 B32

000960 锡业股份 B11

000982 *ST中绒 B18

000989 九芝堂 B19

002008 大族激光 B20

002028 思源电气 B50

002028 思源电气 B17

002037 久联发展 B47

002042 华孚时尚 B32

002043 兔宝宝 B17

002044 美年健康 B24

002061 浙江交科 B52

002092 中泰化学 B41,B42

000007 全新好 B12

深市主板

002001 新和成 B21

深市中小板

002102 冠福股份 B22

002102 冠福股份 B39,B40

002124 天邦股份 B12

002127 南极电商 B13

002160 常铝股份 B9

002207 ST准油 B14

002209 达意隆 B22

002213 特尔佳 B16

002237 恒邦股份 B55

002240 威华股份 B15

002263 *ST东南 B25

002263 *ST东南 B28

002275 桂林三金 B1

002301 齐心集团 B20

002301 齐心集团 B25

002345 潮宏基 B33,B34,B35

002356 赫美集团 B50

002361 神剑股份 B38

002428 云南锗业 B53

002467 二六三 B19

002491 通鼎互联 B24

002519 银河电子 B16

002569 步森股份 B20

002574 明牌珠宝 B25

002610 爱康科技 B17

002656 摩登大道 B49

002677 浙江美大 B24

002688 金河生物 B51

002699 美盛文化 B28

002713 东易日盛 B55

002719 麦趣尔 B21

002724 海洋王 B12

002729 好利来 B35

002742 三圣股份 B28

002751 易尚展示 B16

002763 汇洁股份 B42

002772 众兴菌业 B49

002801 微光股份 B21

002825 纳尔股份 B46

002833 弘亚数控 B49

002846 英联股份 B44

002869 金溢科技 B51

002899 英派斯 B47

002931 锋龙股份 B48

002933 新兴装备 B1

002935 天奥电子 B50

002935 天奥电子 B4

002935 天奥电子 B11

002935 天奥电子 B51

002936 郑州银行 B48

002936 郑州银行 B20

002937 兴瑞科技 B52

002940 昂利康 A17,A18

300668 杰恩设计 B17

300674 宇信科技 A16

300732 设研院 B17

600030 中信证券 B14

600050 中国联通 B28

600053 九鼎投资 B25

600143 金发科技 B44

600606 绿地控股 B28

601118 海南橡胶 B10

601118 海南橡胶 B23

601212 白银有色 B11

601330 绿色动力 B54

601789 宁波建工 B4

603040 新坐标 B53

603227 雪峰科技 B46

603239 浙江仙通 B28

603297 永新光学 B18

300508 维宏股份 B17

创业板

600029 南方航空 B32

沪市主板

603368 柳药股份 B19

603611 诺力股份 B25

603636 南威软件 B54

603713 密尔克卫 B4

603716 塞力斯 B52

603869 新智认知 B21

博时富发纯债 A15

博时利发纯债 A19

博时信用债纯债 B26,B27

博时裕泉纯债 A20

长城基金 B54

长信长金通 B14

德邦稳盈增长 A16

东方基金 B15

东吴基金 B53

工银瑞信 A14

光大保德信 B4

广发基金 B16

国海富兰克林 A16

华安基金 B53

华宝基金 B45,B46

华宸未来 A16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 B3

基金

华富益鑫 B36

华商信用增强 B37,B38

华泰柏瑞 B4

嘉实基金 B53

金信民兴 B18

南方基金 B55

诺安基金 B32

鹏华基金 B29,B30,B31

鹏华基金 B54

平安大华 B14

融通基金 A16

上投摩根 B40

泰达宏利 B1

泰康现金管家 B2

天弘基金 B53

天治基金 B14

万家稳健养老 B5,B6,B7,B8

兴业嘉润3个月 B56

易方达 B11

银华基金 B4

招商招瑞纯债 B15

浙商聚潮新思维 B43,B44

中邮创业 A16

其他

上海产权 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