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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135

公司简称：乐凯胶片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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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李怀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振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胡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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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779,464.21 2,349,576,244.85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1,978,369.24 953,945,876.82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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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53,244.36 233,230,103.40 -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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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432,876.35 649,334,379.08 3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32,492.42 36,595,531.22 -2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7,728,013.86 36,478,734.88 -23.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3.20 减少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1 -27.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8,280.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7,741.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2,538.23

所得税影响额 -199,005.60

合计 304,4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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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51,070,

000

44.43 未流通

151,070,

000

质押

151,070,

000

境外法人

胡景 9,401,353 2.77 已流通 0 未知 3,450,000 境内自然人

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5,200,000 1.53 未流通 5,2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省火

电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 0.88 未流通 3,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牡丹江鑫汇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2,500,000 0.74 未流通 2,5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00 0.59 未流通 2,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陆柯 1,337,761 0.39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牡丹江市桦林昕盛有限责任公

司

1,130,000 0.33 未流通 1,13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田秋成 1,107,582 0.33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毛瓯越 1,071,601 0.32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胡景 9,401,353 人民币普通股 9,401,353

陆柯 1,337,761 人民币普通股 1,337,761

田秋成 1,107,582 人民币普通股 1,107,582

毛瓯越 1,071,601 人民币普通股 1,071,601

宁波亿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亿酷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9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962,300

李超海 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0

吴国栋 6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6,600

舒仁村 628,141 人民币普通股 628,141

商文娟 622,6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600

肖鸣 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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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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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比年初增加0.83亿元，主要是短期贸易融资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0.14亿元，主要原因为本季度原材料采购增加，致使银票背

书增加，应收票据减少。

3）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0.23亿元，主要是本期采购设备预付款增加。

4）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0.77亿元，主要是本期增加短期贸易融资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0.26亿元，主要是本期支付2016年度奖金所致。

6）应付股利比年初减少0.38亿元，主要是控股子公司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支付股

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红利所致。

7）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2.31亿元,主要是轮胎销量取得增长，此外轮胎平均售价

也比去年同期略有上涨。

8）本期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56亿元，因轮胎销量增长且主要原材料如天然胶、合成

胶自2016年第四季度起价格不断攀升，致使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上升所致。

9）本期销售费用同比减少0.09亿元，主要是市场结构变动，内外销市场结算运费方

式不同，使得物流费用同比有所降低。

10）本期管理费用同比增加0.09亿元，主要是本期特许权使用费增加所致。

1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同比去年减少1.37亿元，虽然因销量上升等使

得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有所增加，但因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致使本期经营

活动现金流出比上年同期增加3.21亿元。

12）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减少0.18亿元，主要为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活

动产生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较多所致。

13）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74亿元，主要本期增加的短期贸

易融资少于去年同期1.42亿，另外2016年一季度偿还到期债务3.37亿。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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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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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怀靖

日期2017年4月26日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82

公司简称：

Ｓ

佳通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集团2017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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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本集团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1.3� 本公司负责人陈启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关晓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严佳保证

本集团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集团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A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人民

币普通股

H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交

易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本报告期、报告期 指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

报告期末 指 2017年3月31日

复星集团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Gland�Pharma 指 Gland�Pharma�Limited，设立于印度

11复星债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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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38,126,209.00 43,767,787,265.95 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803,930,003.69 22,190,215,546.2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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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67,777.55 383,929,630.45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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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0,454,791.54 3,226,040,690.52 2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7,746,682.61 634,231,825.71 1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7,887,090.33 431,398,425.31 2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3.42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7 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7 14.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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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82,161.25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及视同处置收益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67,1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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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7,918.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5,011.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14,379.72

所得税影响额 -1,338,244.62

合计 219,859,5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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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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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932,538,780 38.6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KSCC�NOMINEES�

LIMITED（注1）

402,622,300(注3) 16.68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53,402,846 2.21 52,401,746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1,168,433 1.29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注2）

26,328,540 1.09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4,067,700 1.00 0 无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22,502,864 0.93 0 无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淡水泉精选1期

17,100,937 0.71 0 无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17,003,327 0.70 15,692,445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华沪港深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96,675 0.6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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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集团 932,538,780 人民币普通股 932,538,780

HKSCC�NOMINEES�LIMITED（注1） 402,622,300(注3) 境外上市外资股 402,622,300(注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68,433 人民币普通股 31,168,4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26,328,540 人民币普通股 26,328,5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0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67,7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018L－FH001沪

22,502,864 人民币普通股 22,502,86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

水泉精选1期

17,100,937 人民币普通股 17,100,93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华

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96,675 人民币普通股 15,596,675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15,120,547 人民币普通股 15,120,547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

淡水泉

14,750,584 人民币普通股 14,750,5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1期、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精英之淡水泉同为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本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

户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注3：其中包括报告期末复星集团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5,173,000股H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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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本集团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股利 40,304,682.31 82,208,216.72 -50.97%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收到宣告分配

的股利所致

预收账款 242,872,201.10 385,744,475.33 -37.04%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年初预收货款

本期确认为销售收入所致

应付债券 4,633,745,151.99 3,388,052,593.01 36.77%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所致

长期应付款 966,233,583.74 704,817,152.11 37.09%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变化增加的控股子公司之少数股东借

款所致

库存股 18,766,733.50 26,818,892.30 -30.02%

主要系本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项下限制性A股于报告期内完成第

三期解锁所致

利润表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

比例

原因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税金及附加 43,473,028.97 26,138,487.73 66.32%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执行财

会【2016】22号文规定，将原于

管理费用科目列支的房产税、

印花税等税费重分类至税金及

附加科目核算所致

销售费用 1,023,285,269.05 758,025,326.10 34.99%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主要治

疗领域核心产品销售增长以及

市场开拓深入所致

研发费用 197,813,211.82 143,721,377.65 37.6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继续

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资产减值

损失

13,387,310.69 714,962.75 1772.45%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158,141.41 -4,713,785.57 96.65%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交易性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104,135.25 33,381,355.27 -42.77%

主要系本集团上年同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金额较大所致

营业外支出 5,724,555.13 892,739.61 541.23%

主要系本集团调整销售代理权

及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其他综合

收益

24,377,519.08 -93,184,270.62 126.16%

主要系本集团报告期内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

期末金额

上年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金额

变动

比例

原因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09,849,346.26 -913,863,630.30 -65.22%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对外

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23,003,306.99 837,152,421.82 225.27%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 为到期债务替换

准备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7,132,543.69 2,583,925.33 -376.04%

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汇率波

动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本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A股股票第三期解锁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

审议及监事会核查， 认为24名第一期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A股股票均已满足第三期解锁条件，其

持有的共计1,259,360股限制性A股股票可申请解锁。上述解锁完成后，基于第一期激励计划所授予的全部

限制性A股股票均已上市流通。

2、鉴于本公司第二期限制性A股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柏桓先生、陈懿先生已分别辞去于本公司的任

职、并解除了与本公司的劳动合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二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共计37,500股限制性A股股票按每股人民币10.54元的回购价予以回购并注销， 回购总价款为人民

币395,250元。 2017年2月23日，本公司接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回购的书面确

认，其中确认上述37,500股限制性A股已经过户至本公司指定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17年2月24日，上述

回购股份已予以注销。

3、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公司债券。 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了《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54号），核准本公司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的发行工作已于2017年3月14日结束，

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2.5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4.50%，上市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

4、2017年3月31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和2017年4月18日召开的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 关于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等议案， 同意本公司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含70亿

元）且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规定、期限不超过7年（含7年）的公司债券。

关于本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本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等议案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5、2017年3月3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复宏汉霖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于复宏汉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2017年4月13日，本公司发布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其中：11复星债将于

2017年4月25日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2016年4月25日至2017年4月24日期间）的利息，并于

2017年4月25日摘牌。

7、2017年4月24日，复星医药、其他收购方及Gland� Pharma的现有股东KKR� Floorline� Investments�

Pte.� Ltd、创始人股东及Gland� Pharma签订《Amendment� NO.1� to� The�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即“《关于<股份购买协议>的第一次修正案》” ）,�将受让Gland� Pharma股权之终止日延长至2017年7月

27日。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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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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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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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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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

议）于2017年4月27日召开，全体董事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按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的本集团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内部融通和资源整合、加速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的步伐，同意撤销“制药工业管理

委员会” 和“医疗服务管理委员会” ，由“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分别承接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全部业务；并同意对现“医疗器械事业部” 和“医学诊断事业部” 进

行合并、并新设“医疗技术管理委员会” ，负责医疗器械领域和医学诊断领域的业务经营。 本公司组织架构

据此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复星康健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 ）以人民币10,000万

元现金出资与关联/连方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星鑫投资” ）、Fosun� Golden� Corona�

Financ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Fosun� Golden” ）共同投资设立复星康健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 ）。 新公司设立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

万元，其中：复星平耀、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将分别持有新公司20%、60%和2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董事会

批准的金额范围内确定或调整具体的投资方案、签署及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及王灿先

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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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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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复星康健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的20%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药” ）及控股

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1）2016年7月7日，复星医药、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和德邦创新资本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创新” ）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共同出资对国药控股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控医投” ）增资合计人民币50,000万元，国控医投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0万元增加至100,

00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分别出资现金人民币22,500万元、22,500万元和5,000万

元。 该交易完成前后，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均分别持有国控医投45%、45%和10%股权。

（2）2017年1月25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 ）、关联方

复星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或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产控” ）、PBM� RESP� Holdings,� LLC（以

下简称“PBM” ）、PBM� Capital� Investments� LLC（以下简称“PBM� Capital” ）及Goldcup� 14112�

AB（现已更名为Breas� Medical� Holdings� AB，以下简称“Goldcup” ）签订《Equity� Purchase� and�

Contribution� Agreement》，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拟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SPV” ），由SPV通过

股份转让及认购增发股份的方式出资不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分别承担不超过4,

950万美元和4,050万美元的出资义务）投资Goldcup，并持有经股本扩大后Goldcup共计80%股权。

（3）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 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未经审

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 2,575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6

接受关联/连人提供劳务 60

本集团存置于复星财务公司（注）的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53,469

注：复星财务公司即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包括：

（1）2016年7月7日，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共同出资对国控医投增资

合计人民币50,000万元，国控医投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0万元增加至100,00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

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分别出资现金人民币22,500万元、22,500万元和5,000万元。该交易完成前后，复星医

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均分别持有国控医投45%、45%和10%股权。

（2）2016年8月5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 ）与

国药控股等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复星平耀以人民币1,200万元竞得国药控股于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国药健康在线有限公司10%股权。

（3）2016年12月22日,复星医药与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自然人股东(包括李显林先生、吴以芳先生、吴世斌先生、宗秀松先

生、杨炜先生和李博先生6人)签订江苏万邦《股份转让协议》，复星医药拟以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

受让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江苏万邦2,114.18万股股份，约占其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80%；该交易完成后，

本集团持有江苏万邦100%股权。

（4）2017年1月25日，复星实业、复星产控、PBM、PBM� Capital及Goldcup签订《Equity� Purchase�

and� Contribution� Agreement》，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拟共同设立SPV，由SPV通过股份转让及认购增发

股份的方式出资不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分别承担不超过4,950万美元和4,050万

美元的出资义务）投资Goldcup，并持有经股本扩大后Goldcup共计80%股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所涉《合资经营合同》待中国相关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2、新公司医疗器械融资租赁业务需获得有关主管机构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后方可开

展。

一、交易概述

2017年4月27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平耀与关联方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鑫

投资” ）、Fosun� Golden� Corona� Financ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Fosun� Golden” ）签订《合

资经营合同》，拟共同投资设立复星康健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

下简称“康健租赁” 或“新公司”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复星平耀拟以人民币10,000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

司注册资本的20%； 星鑫投资拟以人民币30,000万元的现金出资， 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60%；Fosun�

Golden拟以等值人民币10,000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20%。

复星平耀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因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 ）分别间接持有星鑫投资100%的股

权、Fosun� Golden� 100%的股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证所 《上市规

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星鑫投

资、Fosun� Golden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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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议）审

议。 由于本公司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非执行董事郭广昌先生、非执行董事汪群斌先生、非执行董事康岚女

士及非执行董事王灿先生均于复星国际及其所控制之企业任职， 故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及王灿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交易外，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本集团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

值的5%。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星鑫投资

星鑫投资成立于2015年3月， 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2250号3幢六层A651室，

法定代表人为王灿。星鑫投资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截至本公告日，星鑫投资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万元，其中：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复星国际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8,000

万元，持有星鑫投资100%股权。

根据星鑫投资2016年管理层报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星鑫投资总资产为人民币10,124万元人民

币，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7,99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26万元；2016年度，星鑫投资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3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万元。

因星鑫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国际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规定，星鑫投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2、Fosun� Golden

Fosun� Golden成立于2012年10月，注册地为香港，董事为王灿、辜校旭，其业务性质为控股投资。截至

本公告日，Fosun� Golden注册资本为500万美元，其中：复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复星国际全资子公司）出

资500万美元，持有Fosun� Golden� 100%股权。

根据Fosun� Golden� 2016年管理层报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Fosun� Golden的总资产为7,077万

港币，所有者权益为7,076万港币，负债总额为1万港币；2016年度，Fosun� Golden实现营业收入3,588万港

币，实现净利润3,191万港币。

因Fosun� Golden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国际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的规定，Fosun� Golden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合资经营合同》主要内容

1、 新公司基本信息

（1）名称：复星康健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地：上海市；

（3）组织形式：基于中国法律法规而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保理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与维

修、租赁交易咨询及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的

经营范围为准）

2、 注册资本及认缴情况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复星平耀拟以人民币10,000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

司注册资本的20%； 星鑫投资拟以人民币30,000万元的现金出资， 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60%；Fosun�

Golden拟以等值人民币10,000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20%。

3、 出资安排：

（1）复星平耀认缴出资额应自新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缴清；

（2）星鑫投资认缴出资额应自新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缴清；

（3）Fosun� Golden认缴出资额应自新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缴清。

4、 治理结构

（1） 新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其中： 复星平耀委派2名董事、 星鑫投资委派2名董事、Fosun�

Golden委派1名董事。 董事长经董事会选举产生，首届董事长由星鑫投资委派。

（2）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由复星平耀及星鑫投资分别委派1名，新公司职工大会选举1名。

（3）新公司设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各1名，首届董事会期间的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由星鑫投资推荐，并

经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5、 生效

《合资经营合同》自各方加盖公章并获得中国政府有审批权的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促进本集团医疗器械的产品销售，提高本集团综合竞争力，同时可为本集团医疗机

构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和整体采购解决方案。

新公司设立后，本集团将对其以权益法核算。

此外，新公司设立后，预计将向本集团采购医疗器械等产品，或向本集团提供医疗器械融资租赁服务。

2017年，新公司与本集团间的采购、融资租赁服务的金额预计分别为人民币1,000万元、8,000万元（以下

简称“后续日常关联交易” ）。

五、本次交易及后续日常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议）审

议。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和王灿

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后续日常关联交易

已涵盖后续日常关联交易的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经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已

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对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吴以芳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及

王灿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4名董事（即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复星医药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及

其进展如下：

1、2016年7月7日，复星医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共同出资对国控医投增资合

计人民币50,000万元，国控医投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0万元增加至100,000万元，其中：复星医药、国

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分别出资现金人民币22,500万元、22,500万元和5,000万元。 该交易完成前后， 复星医

药、国药控股和德邦创新均分别持有国控医投45%、45%和10%股权。 该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6年11月7日完成工商登记。

2、2017年1月25日， 复星实业、 复星产控、PBM、PBM� Capital及Goldcup签订 《Equity� Purchase�

and� Contribution� Agreement》，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拟共同设立SPV，由SPV通过股份转让及认购增发

股份的方式出资不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分别承担不超过4,950万美元和4,050万

美元的出资义务）投资Goldcup，并持有经股本扩大后Goldcup共计80%股权。 该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Goldcup股份交割已于2017年3月完成。

七、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就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和《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一般商业条款，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八、特别风险提示

1、《合资经营合同》待中国相关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2、新公司医疗器械融资租赁业务需获得有关主管机构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后方可开

展。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合资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96

公司简称：复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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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文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小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谢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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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8,763,942.75 2,058,041,918.40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7,435,222.25 1,640,758,674.53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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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91,984.24 -104,187,602.1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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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034,186.83 338,482,431.77 3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76,547.72 14,405,757.46 8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78,502.83 14,037,454.24 6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99 0.8863 增加0.71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5 0.0386 8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5 0.0386 85.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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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1.5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71,0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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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863.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2,356.43

所得税影响额 -670,243.22

合计 3,798,0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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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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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127,234,161 34.11 4,648,761 无 0 国有法人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2.41 0 未知 未知

林友明 5,763,773 1.55 0 未知 未知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云信

智兴2016－277号单一资金信托

5,263,822 1.41 0 未知 未知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外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2,577,479 0.69 0 未知 未知

魏捷 2,000,000 0.54 0 未知 未知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华安定增量化1号资产管

理计划

1,888,087 0.51 0 未知 未知

华安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1,852,996 0.50 0 未知 未知

贾勇 1,634,910 0.44 0 未知 未知

赵玉璞 1,471,098 0.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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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122,58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85,40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林友明 5,763,773 人民币普通股 5,763,773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云信智兴2016－

277号单一资金信托

5,263,822 人民币普通股 5,263,822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外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2,577,479 人民币普通股 2,577,479

魏捷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华安定增量化1号资产管理计划 1,888,087 人民币普通股 1,888,087

华安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1,852,996 人民币普通股 1,852,996

贾勇 1,634,910 人民币普通股 1,634,910

赵玉璞 1,471,098 人民币普通股 1,471,0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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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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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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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情况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0.00 6,383,580.82 -100.00 公司卖出持有企业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0.00 1,854,934.07 -100.00

因子公司注销， 母公司核销了对其长期

股权投资

预收款项 18,170,375.94 42,734,905.37 -57.48

预收账款本季度实现发货销售， 影响预

收款项下降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55,034,

186.83

338,482,431.77 34.43 销量同比增幅大，影响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373,447,

372.16

277,792,477.12 34.43 销量增加，影响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28,302,777.51 20,934,887.45 35.19 产品销量增加，相应运费、职工薪酬增加

财务费用 849,749.56 -1,439,216.86 159.04 利息收入减少影响财务费用下降

营业外收入 3,536,884.61 81,554.34 4236.84 政府补助增加影响营业外收入增加

利润总额 29,206,442.22 16,770,238.90 74.16

产品销量增加，毛利额上升，利润总额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92,

714.92

-22,959,882.88 85.22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及购建固定资

产支付现金减少影响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676,547.72 14,405,757.46 85.18 产品销量增加，毛利额上升，净利润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5 0.0386 85.29 净利润增加，每股收益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5 0.0386 85.29 净利润增加，每股收益增加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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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PE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的说明

该项目为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已经完成厂房建设、设备

安装、单体及联动化工试车和产品送样，实现小批量试产，正在筹备进行项目竣工验收工

作。 因建设地点发生变化，整体建设规划延期。 原项目名称、建设规模、总投资、主要建

设内容不变。 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公告《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6）。

该项目承诺投入募集资金总额3亿元，截至2016年底实际支付14,497.13万元，募集

资金投入进度48.32%，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6年6月，截至2016年底已超

期,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再次论证。 论证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

（一）该项目已接近完成，但截止2016年末募集资金投入比例较低，造成该差异的主

要原因有:

1、募集资金投入进度的计算是以实际支付为标准，该项目尚有部分工程及设备尾款

未付；

2、由于汇率变化、采购主要设备时申请了进口免税等因素，该项目设备购置费用有

较大节省；

3、该项目预算中的流动资金大部分尚未到使用阶段。

（二）该项目建设内容按照原计划进行；

（三）虽因建设地点变更导致延期，目前实施该项目的外部市场环境与立项时相比

未发生明显变化；

（四）项目试车情况正常，预计可以达到设计产能和质量标准。

公司经重新论证后认为，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预计收益未发生变化。 公司将继

续实施该项目直至竣工验收完成。 该项目报告期末实际支付15,370.91万元，募集资金投

入进度51.24%。

二、关于太阳能电池背板四期扩产项目—14、15�号生产线的说明

该项目为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已完成项目设计，目前正

在进行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该项目因建设地点发生变化，导致整体建设规划延期，原项目名称、建设规模、总投

资、主要建设内容不变。 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公告《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6）。

该项目承诺投入募集资金总额1.3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实际支付30.42万元，募集资金

投入进度0.2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7年1月，截至报告期末已超期，公司

对该项目进行了再次论证，认为该项目虽因建设地点变更导致延期，但目前实施该项目

的外部市场环境与立项时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预计收益未发

生变化，建设内容按照原计划进行，公司将继续实施该项目直至完成。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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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滕方迁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35

证券简称 乐凯胶片 编号

2017-012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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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7

年4月21日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滕方迁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撤销长沙、南昌等8家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销售网络，降低费用，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公司决定撤销长沙乐

凯胶片有限公司、南昌乐凯胶片有限公司、合肥乐凯胶片有限公司、上海乐凯胶片有限公

司、天津乐凯胶片有限公司、济南乐凯胶片有限公司、郑州乐凯胶片有限公司、太原乐凯

胶片有限公司8家子公司，原属地业务转移至北京乐凯胶片销售有限公司当地的分公司。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35

证券简称 乐凯胶片 编号

2017-013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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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将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

告如下：

一、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产品经营情况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

（人民币万元）

银盐产品

彩色相纸 万平米 1,837.14 1,964.52 20,883.28

光伏产品

太阳能背板 万平米 876.93 833.11 21,384.35

二、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 较去年平均变动幅度

银盐产品

彩色相纸 0.57% 0.89%

光伏产品

太阳能背板 -4.90% -2.36%

原材料名称 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 较去年平均变动幅度

银盐产品

硝酸银 23.57% 11.13%

纸基 0.33% -2.56%

光伏产品

F膜 -1.87% -1.22%

三、其他说明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未经审计亦非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

的预测或保证,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敬请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