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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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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黄崇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勤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舜鈱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371,906,349.1 4,494,380,077.83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82,647,351.24 2,182,280,908.2 4.6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818,674.85 122,170,637.43 -53.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99,645,635.45 676,179,950.74 7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519,432.71 -15,435,835.8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896,794.27 -9,290,499.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 -0.73 增加5.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961,727.5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6,324,652.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0,015.86

所得税影响额 -5,043,757.41

合计 51,622,638.4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0,7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804,514,000 39.72 质押

11,856,

000

境外法

人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374,560 4.91 无

境外法

人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赢29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55,800,000 2.76 无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宝19号单一资

金信托

31,000,000 1.53 无 其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专用证券账户

24,000,000 1.18 无 其他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00,500 1.12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8,492,900 0.91 无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6号单一资金

信托

17,000,200 0.84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趋势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99,882 0.74 无 其他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新湖东升1号资产管理

计划

11,219,198 0.55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804,5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4,514,

000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374,560 人民币普通股 99,374,560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赢29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5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8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宝19号单一资

金信托

3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0,500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8,4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92,9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6号单一资

金信托

17,0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趋势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999,882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882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新湖东升1号资产管

理计划

11,219,198 人民币普通股 11,219,1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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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项目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末比

上年度

末增减

（%）

说 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156,295,

145.44

123,331,512.53 26.73

主要系购买有价证券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4,615,369.83 34,301,782.60 88.37

主要系进口原料预付的增值税

所致

其他应收款 23,689,220.76 43,166,798.11 -45.12

主要系公司处置北京蓝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款已收

回。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998,931.84 42,410,730.74 -36.34

主要第公司报告期盈利冲销

2016年末确认的递延所得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481,807.60 2,382,556.34 -79.78

主要系银行远期外汇价格波动

所致。

预收款项 5,592,883.35 4,226,315.26 32.33 主要系预收了客户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875,122.47 24,064,982.34 -25.72

主要系公司2016年年末计提的

年终奖于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应付利息 11,058,089.23 6,999,124.12 57.99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融资成本增

加及借款期限加长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258,910.21 58,893,317.28 -74.09

主要系公司转让北京蓝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已完成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说 明

营业收入

1,199,645,

635.45

676,179,950.74 77．42

主要系同期比M公司并表及

同期比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导致。

营业成本

1,069,982,

801.58

640,833,069.36 66.97 主要系同期比M公司并表。

营业税金及附加 3,277,323.27 3.1

105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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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报告期内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

等从“管理费用” 调整致该科

目导致增长。

管理费用 47,969,764.29 28,991,191.21 65．46

主要系报告期内M公司并表

所致。

财务费用 4,897,239.19 -4,348,645.4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交易马

币对美元汇率影响、同期融资

成本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12,067.56 12,012,315.97 -85.75

报告期内与同期比大宗商品

价格呈上涨趋势，所以跌价较

少

公允变动收益 30,685,423.45 -6,524,440.82 不适用

主要系购买有价证券公允价

值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5,639,229.02 607,189.62 4123．61

主要系公司转让北京蓝吉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0,746.22 69,736.35 474.66

主要系M公司并表及报告期

内处置其他杂物所致。

营业外支出 59,002.84 373,292.22 -84.19 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3.现金流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

报告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说 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184,590,

374.54

723,553,

971.69

63.72

主要系报告期内M公司并表及

马来子公司同期比产能利用率

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6,274,368.23 4,277,268.32 46.69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客户货款增

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036,749,

531.13

575,806,

040.65

80.05

主要系报告期内M公司并表及

马来子公司同期比产能利用率

增加导致购买原料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297,377.66 6,298,679.10 508.02

主要系内销增加导致进口增值

税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0,358,883.83 7,315,613.70 451.68

主要系报告期内M公司并表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4,511,258.17 2,445,562.48 84.47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增加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585,493.44 2,775.33

20996.3

5

主要系报告期内M公司并表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7,406,791.55 24,220,317.90 -28.13

主要系同期公司投入SAP及雨

棚及马来新厂的厂房及设备，

报告期投入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370,669,851.83

635,303,

928.93

-41.65

主要系报告期与同期比理财投

入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5,117.06 2,880,000.00 -97.39

主要系同期支付重组费用，报

告期内没有重组费用。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226,976,590.43

429,303,

023.02

-47.13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减

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413,659,859.71

531,468,

970.46

-22.17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

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3,291.50 6,852,102.60 -98.49

主要系同期子公司增加联贷案

费用，报告期内没有新增联贷

案。

汇率变动对现金

的影响

5,905,571.44 -11,009.97

-53738.

4

报告期内子公司记账币和美元

的汇率变动较大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

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行

应说明下一步计

划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其

他

上市公司全体董

事

一、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

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本人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

活动。

四、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人

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

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

补偿责任及监管机构的相应处罚。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崇胜、 林胜枝

夫妇

一、本人目前与怡球资源、Metalico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人也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或实施重大影响的与怡球资源、Metalico间具有竞争关

系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二、本人今后为怡球资源直接或间接股东期间，不

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

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

怡球资源、Metalico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三、本人今后为怡球资

源直接或间接股东期间，不会利用对怡球资源股东地位损害怡球资源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损害怡球资源及其子公

司Metalico的合法权益。 四、本人保证在作为怡球资源直接股东或间接

股东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

发生，本人承担因此给怡球资源、Metalico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

和间接损失），本人因违反本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怡球资源所有。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上海欣桂及黄崇

胜和林胜枝夫妇

1、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与

重组后的怡球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减少关联交易。 对

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人承诺将遵循

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怡球资源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怡球资源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

业将严格避免向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拆借、占用怡球资源及其

控股和参股公司资金或采取由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代垫款、代

偿债务等方式侵占怡球金属资源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资金。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怡球资源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怡球资源股东大

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

4、本公司/本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怡

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果因违反上述承

诺导致怡球资源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侵占怡球资

源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利益的，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的损失由

本公司/本人承担。

长期 否 是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崇胜、 林胜枝

夫妇

一、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与重组后的怡球资源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将规范并尽可能减少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人承诺将遵

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怡球资源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怡球资

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二、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将严格避免向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

拆借、占用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资金或采取由怡球资源及其控

股和参股公司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怡球金属资源或其控股和参

股公司资金。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怡球资源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怡球

资源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

表决的义务。 四、本公司/本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

益或使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果因违

反上述承诺导致怡球资源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侵

占怡球资源或其控股和参股公司利益的，怡球资源及其控股和参股公司

的损失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长期 否 是

分

红

境外子公司

1、子公司马来西亚怡球：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2、子公司和睦公司和金城公司：每年度实

现的可分配净利润全额以现金形式分配予母公司， 并依据萨摩亚共和

国、香港、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长期 否 是

股

份

限

售

怡球 （香港）有

限公司、

智富 （太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两家公

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计不超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

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长期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因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大宗商品行情复苏，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扬，铝价也随之

上涨，同时公司2016年的上下游垂直整合的协同效应彰显，故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

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扭亏为盈，且有较大增长。

公司名称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崇胜

日期2017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

601388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

2017-022

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第

一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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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

规定，2017年1月9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5亿及其未来产生的利息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一年内有效。公司

确定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决议有效期内公

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 现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购买理财

产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2016年度购买，本季度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6年第144期金制通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7,722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66天，2016年1月30日—2017年1月3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同业存款、同业借款等低风险投资工具。产品年化收益

率为：3.6%。

注： 截止一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3.6%，取得的收益为2,779,920.00元。

2、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本利丰·62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1,35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62天，2016年11月09日—2017年1月10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

的信用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

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

准化债权，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7%。

注： 截止一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2.7%，取得的收益为61,915.07元。

3、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3,399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6年12月2日—2017年1月11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

债权类资产等金融资产。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7%。

注： 截止一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2.7%，取得的收益为100,573.15元。

4、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购买额度：4,029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6年10月19日—2017年1月17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

据、同业拆借等。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8%。

注： 截止一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2.8%，取得的收益为278,896.33元。

5、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本利丰·90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3,269.6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6年11月23日—2017年02月21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

的信用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

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

准化债权，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2.8%。

注： 截止一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2.8%，取得的收益为225,736.77元。

6、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4号

购买额度：3,598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6年12月19日—2017年3月19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

债权类资产等金融资产。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2%。

注： 截止一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3.2%，取得的收益为287,051.4元。

（二）本季度新增购买，已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7年1月26日—2017年3月7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

资产等金融资产。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0%。

注： 截止四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3.0%，取得的收益为98,630.14元。

（三）2016年度购买，本季度未到期理财产品

无

（四）本季度新增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司17JG0077期

购买额度：5,827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7年1月26日—2017年4月26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同业拆借、同业存款等。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7%。

2、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7年第076期金质通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8,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一年，2017年2月09日—2018年2月09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同业存款、同业借款等低风险投资工具。产品年化收益

率为：3.85%。

3、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司17JG0121期

购买额度：3,292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7年2月24日—2017年5月25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

据、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同时银行通过主动向管理和运用结构简单、风

险较低的相关金融工具来提高该产品的收益率。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65%。

4、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4号

购买额度：3,009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7年3月8日—2017年6月5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

债权类资产等金融资产。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6%。

5、产品名称：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2017年第101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3,627.7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64天，2017年3月23日—2017年5月26日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

的信用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

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

准化债权，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95%。

二、理财产品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

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且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该银行保持联

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管，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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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董事长张骏、总经理王坊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炳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荔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155,272,012.63 3,104,520,736.16 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30,011,773.17 1,580,355,064.41 3.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185,416.85 14,418,919.18 116.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9,469,005.40 104,850,258.68 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656,708.76 38,716,161.78 2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81,354.75 38,005,134.00 2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94 2.591 增加0.5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39 28.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39 28.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7.5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24,623.24 结构性存款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021.73

合计 875,354.0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20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1,703,026 46.20

165,492,

452

无 0 国有法人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 25,763,163 2.58 25,763,163 无 0 其他

福建省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602,143 2.56 25,602,143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101,977 1.61 16,101,977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6,085,127 1.61 12,881,581 未知 国有法人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81,581 1.29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10,849,001 1.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翁其文 3,633,0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 3,040,917 0.3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刘美华 2,300,485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6,210,574 人民币普通股 296,210,574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6,085,127 人民币普通股 16,085,127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10,849,001 人民币普通股 10,849,001

翁其文 3,6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3,000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 3,040,917 人民币普通股 3,040,917

刘美华 2,300,485 人民币普通股 2,300,485

尹庆秀 1,86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2,700

姚燕敏 1,6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1,000

叶蓓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孙红丽 1,4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

有限合伙企业、福建省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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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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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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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指标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5,464,815.58 3,262,525.40 67.5

主要为备品备件的预付款相对

期初增加

其他应收款 49,913,118.83 13,835,356.39 260.76

主要为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保证

金2000万、连江风电支付工程

履约保证金800万、福清风电应

收增值税即征即退50%税款相

对期初增加

（2）利润指标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1-3月)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924,623.24 711,027.78 30.04

主要为本期结构性存款收益较

上年同期收益提高

营业外收入 8,779,451.27 0.00

主要为本期福清、平潭风电增

值税即征即退50%税款较上年

同期增加

利润总额 69,432,127.37 51,460,057.26 34.92

主要为连江黄岐项目部分风机

2016年10月投产且风况良好发

电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257,853.41 7,856,974.07 68.74

主要为本期福清风电部分项目

进入全额征税第一年，税款较

上年同期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6,517,565.20 4,886,921.41 33.37

主要为控股公司平潭风电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确认的少

数股东权益相应增加

（3）合并现金流量指标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1-3月)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26,368.26 20,389,661.88 -94.48 主要为上年同期收回工程保证金2000万元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3,736,338.02 24,296,318.10 38.85

主要为本期福清、平潭风电缴纳所得税、增值税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1,180,117.18 62,457,164.97 -50.08

主要为上年同期支付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资金6000

万元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185,416.85 14,418,919.18 116.28

主要为上年同期支付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资金6000

万元，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同比减少，导

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924,623.24 711,027.78 30.04 主要为本期结构性存款收益较上年同期收益提高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840,000.00 5,000,000.00 516.80

主要为本期福清风电新增在建项目银行贷款提款

较上年同期提高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31,740,000.00 5,000,000.00 534.80

主要为本期福清风电新增在建项目银行贷款提款

较上年同期提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15,930.76 -35,097,574.77

主要为本期福清风电新增在建项目银行贷款提款

较上年同期提高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7年1月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2017年1月24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相关公告详见2017年1月7日和1月25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2017年2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黑龙江富龙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黑龙江富龙风能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预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注销新疆中闽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相关公告详见2017年2月11日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

明下一步计划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土地

等产

权瑕

疵

福建省

投资开

发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将促使并协助福清风电于2015年

12月31日前取得5MW级大功率风电试验

样机项目所占用的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如福清风电因未能在上述期限前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事宜而给福

清风电带来损失，本公司将在依法确定该

等事项造成的福清风电的实际损失金额

后30日内，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式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

承诺时

间：

2015年

3月13

日至

2015年

12月31

日

是 否

2015年8月，5MW级大功率风机试验样机项目土地“农

转用” 报批材料上报福建省国土厅，由福建省国土厅组

织进行首次会审。 5MW项目土地权证办理时间超过承

诺期限未履行完毕的主要原因为：2015年9月，福建省国

土厅组织第二次会审时认为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已出具的文件为同意进行实验工作的批复，而非正式项

目的批复，会审意见要求“补充 5MW项目核准批复” 文

件后再进行用地审批；而后续与福建省国土厅、福建省发

改委、福清市发改局、福清市国土局、福清市土地发展中

心等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工作需要较长时间，上

述时间周期不受福建投资集团自身控制，致使目前相关

土地权证尚未办理完毕。 在福建投资集团的大力支持

下，2016年11月14日，已取得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出具的《关于5MW风电试验样机项目建设事项的复

函》；2017年1月，已取得《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清市

5MW风电试验样机工程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

批复》。

目前，5MW项目土地

出让手续已受理，下一

步将进行土地评估、土

地出让协议签订工作，

办理土地证已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公司名称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骏

日 期2017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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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徐成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家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常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7,664,393.57 164,524,809.06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5,479,668.96 52,439,613.33 5.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19,670.99 -1,528,943.28 33.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72,911.05 2,837,900.00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04,885.36 1,298,368.10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4,885.36 1,298,368.10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46 2.71 减少9.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1 0.00

扣除非经常损益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2.71 -9.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5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股份状态 数量

徐诚东 64,640,000 28.83

64,640,

000

质押 58,940,000

境内自

然人

徐诚东 64,640,000 28.83

64,640,

000

冻结 5,500,000

境内自

然人

杜永斌 6,155,272 2.75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辛玲 4,947,700 2.21 未知 未知

邹政 3,904,478 1.74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信量化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420,623 1.53 未知 未知

钟环 3,000,000 1.34 未知 未知

苏州华成投资有限

公司

2,561,899 1.14 未知 未知

上海盛雅置业有限

公司

2,332,598 1.04 未知 未知

丁大德 1,798,800 0.80 未知 未知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1,747,950 0.78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徐诚东 64,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640,000

杜永斌 6,155,272 人民币普通股 6,155,272

辛玲 4,9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7,700

邹政 3,904,478 人民币普通股 3,904,47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先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20,623 人民币普通股 3,420,623

钟环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苏州华成投资有限公司 2,561,899 人民币普通股 2,561,899

上海盛雅置业有限公司 2,332,598 人民币普通股 2,332,598

丁大德 1,7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8,800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47,950 人民币普通股 1,747,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大股东徐诚东先生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39,450.30 2,264,565.73 -45.27%

-1,025,

115.43

本期减少主要系

日常经营管理活

动支出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65,002.63 159,435.65 -59.23% -94,433.02

本期减少主要系

营改增由计提营

业税改为征增值

税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19,

670.99

-1,528,

943.28

33.31% 509,272.29

本期增加主要系往来

款项变动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00

-501,

268.51

-100.00% 501,268.51

去年同期支付银行贷

款利息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成义

日期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766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公告编号：

2017- 008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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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2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园城黄金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5月26日

至2017年5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3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

4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履职

报告》

√

6

《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6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

7

关于 《预计公司 2017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

8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徐诚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66 园城黄金 2017/5/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有关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有效股权凭证、股东

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必须有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17年5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4:00）。

（三）登记地点：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1号园城8楼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 公司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1号园城8楼。 邮编264000

联系电话：0535-6636299�传真：0535-6636299

联 系 人：刘昌喜 逄丽媛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6 《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6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7 关于《预计公司 2017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8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烟 台 园 城 黄 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66

公司简称：园城黄金 公司代码：

601388

公司简称：怡球资源

中 闽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163

公司简称：中闽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