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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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涛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国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余湘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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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162,661.00 1,116,296,036.83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9,770,978.31 830,173,271.50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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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913.44 58,503,082.22 -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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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186,277.82 237,461,355.60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283,409.85 34,238,357.62 -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607,702.71 33,607,989.21 -1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5 4.63 减少1.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1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18 -16.67

报告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2016年5月，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按照变更后的股数对16年一季

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股每股收益进行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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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15.7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07,705.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521.58

所得税影响额 -225,235.71

合计 675,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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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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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4,

589,588

59.42 112,989,596 质押 14,1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吉蔚娣

7,120,

000

3.69 7,120,000 无 0 境外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310,

375

2.24 无 0 其他

张桂华

4,160,

000

2.16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数据产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59,

840

1.95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82,

240

1.75 无 0 其他

上海吉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吉力2号私募基金

2,314,

977

1.20 无 0 其他

李政涛

1,015,

000

0.53 34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177号集合资金

信托

969,200 0.50 无 0 其他

广西睿添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睿添富9号私募投资基金

729,166 0.38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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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10,375

人民币普通

股

4,310,375

张桂华 4,16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16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数据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759,840

人民币普通

股

3,759,8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

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82,240

人民币普通

股

3,382,240

上海吉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吉力2号

私募基金

2,314,977

人民币普通

股

2,314,977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2

人民币普通

股

1,600,002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

星177号集合资金信托

969,200

人民币普通

股

969,200

广西睿添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添富

9号私募投资基金

729,166

人民币普通

股

729,166

唐弟连 719,500

人民币普通

股

719,500

鹏华资产－工商银行－鹏华资产沣翌二

号资产管理计划

709,200

人民币普通

股

70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吉蔚娣为实

际控制人之一。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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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报表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929,159.58 693,187.12 34.04 主要系本期押金款及备用金增加

预收账款 1,829,037.53 628,172.37 191.17

主要系本期边角余料的预收款增加

及预收厂房租金款

应付职工薪酬 8,726,373.14 14,371,853.33 -39.28

主要系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中包含

年终奖金

二、利润表项目分析

报表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56,402.86 -173.2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607,705.48 144,920.55 319.34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293,254.72 739,951.97 -60.37

主要系上期存在一次性政府补助收

入本期无

营业外支出 17.35 44,381.30 -99.96

主要系上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本

期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报表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452,913.44 58,503,082.22 -87.26

主要系本期购买原材料、模具支出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509,698.64 -36,592,386.20 不适用 主要系理财产品投资造成的差异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7,260.00 16,730,020.01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发行限售股取得现金及

偿还借款支付现金，本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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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于2017年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

2017年3月21日，公司将已回购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的限制性股票8.20万股

予以注销。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2017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海联明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并于2017年3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

可解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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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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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廖政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余德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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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412,476.07 2,539,720,325.54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50,958,396.06 1,221,430,592.6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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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61,244.00 -5,146,317.51 -1,350.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86,222,171.21 461,727,615.09 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527,803.43 32,027,396.88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410,212.51 29,124,817.10 -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9 3.12 减少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55 0.059 -7.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55 0.059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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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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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69.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8,424.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982.31

所得税影响额 -321,933.54

合计 1,117,5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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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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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103,608,320 19.24 52,980,132 质押 49,350,700 国有法人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

79,470,198 14.76 79,470,198 无 0 国有法人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

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79,470,198 14.76 79,470,198 无 0 国有法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53,229,389 9.89 0 无 0 国有法人

解剑峰 5,000,000 0.9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开东 3,000,297 0.5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859,300 0.35 0 未知 未知

李存喜 1,401,4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建华 1,400,0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罗瑞云 1,151,40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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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53,229,389 人民币普通股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0,628,188 人民币普通股

解剑峰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开东 3,000,297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8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存喜 1,4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建华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罗瑞云 1,151,4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华 1,0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胡克梅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股股东、国有股股东

和法人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

知前十名流通股之间，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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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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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9,000,901.97 199,134,074.14 -35.22%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应付款项，使得货币资金

减少。

应收票据 53,048,807.00 84,729,646.00 -37.39%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账款 37,094,896.57 16,867,080.85 119.92% 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电费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0,340,460.44 17,937,054.68 69.15%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购气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7,942,735.35 27,848,800.63 36.25% 主要是报告期内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700,019.87 12,537,842.64 -38.59% 主要是报告期内将增值税负数进行抵扣。

短期借款 245,000,000.00 180,000,000.00 36.1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79,164,923.26 116,826,913.65 -32.2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结算电费和工程款项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72,779,512.16 136,183,594.46 -46.56%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上年绩效工资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52,050.78 4,975,680.07 -46.70% 主要是报告期内实施营改增政策所致。

销售费用 12,580,049.96 8,501,758.96 47.97% 主要是报告期内核算口径变化所致。

财务费用 3,390,218.80 5,029,689.28 -32.60%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息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78,683.11 3,464,119.53 -57.31%

主要为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同比减少，使得计提

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1,800,794.85 3,693,483.12 -51.24%

主要为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较去年

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482,612.28 8,710,607.08 -60.02% 主要为报告期内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661,244.00 -5,146,317.51 -1350.77%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638,450.11 -21,153,390.11 -177.21%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支付

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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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政权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7-012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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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名，公司5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捐资扶贫的议案》；

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实施精准扶贫的要求，董事会同意公司2017年度

对外捐资扶贫总额不超过300万元，主要用于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新场乡星星村精准扶贫项

目、乐山市其他贫困村扶贫项目和金秋助学扶贫项目等。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十三五” 战略发展规划的议

案》；

“十三五” 期间，公司发展目标为建设“三优两型” 优秀上市公司，即建设服务优质、资产优

良、业绩优秀的绿色能源型、公用事业型的优秀上市公司。 在不考虑并购重组等因素的情况下，

总体预期目标为：“十三五” 期间，公司累计实现售电量157.43亿千瓦时，年平均增长率8.92%；

累计实现售气量6.70亿立方米，年平均增长率8.75%；累计实现售水量1.71亿立方米，年平均增

长率10.68%；“十三五” 末，电网综合损耗控制在9%以内、天然气输差控制在5.5%以内、自来水

产销差控制在14%以内；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

本规划思路仅体现公司未来发展的总体经营思路，不构成对投资者的相关承诺。 公司将根

据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及措施。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廖政权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龚慧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龚慧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龚慧，女，汉族，1982年4月生，四川乐山人，中共党员， 2004年8月参加工作，西华大学财务

管理专业毕业，管理学学士，会计师。

主要工作经历：

2004年8月至今在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7-013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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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公司5名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

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

董事会编制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1、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相关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2、公司2017年第

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全

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3、公司监事会在发表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捐资扶贫的议案》。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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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储忠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储忠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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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5,691,097.71 4,905,082,815.04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84,090,017.02 2,919,720,128.55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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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4,407.22 46,048,799.84 -3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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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1,044,633.38 2,000,516,713.60 2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4,817,353.30 44,891,878.47 4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688,155.25 41,079,488.17 4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0 1.61 增加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3 0.023 4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3 0.023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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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6.3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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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4,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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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2,147.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4,873.66

所得税影响额 -2,503,891.79

合计 7,129,1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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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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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26,208,383 21.80 268,096,514 质押 387,996,51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65,519,130 8.47 0 质押 101,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庆安投资有限公司 91,152,814 4.66 91,152,814 质押 91,152,81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大连饰家源有限公司 91,152,814 4.66 91,152,814 质押 91,152,81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大连祥溢投资有限公司 85,790,884 4.39 85,790,884 质押 85,790,88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741,674 1.83 0 质押 3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天然 31,819,594 1.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琤 20,019,900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9,445,729 0.99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65,752 0.1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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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5,519,130 人民币普通股 165,519,130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8,111,869 人民币普通股 158,111,869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741,674 人民币普通股 35,741,674

吴天然 31,819,594 人民币普通股 31,819,594

王琤 20,01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19,900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9,445,729 人民币普通股 19,445,7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65,752 人民币普通股 3,265,752

陈明峰 3,159,126 人民币普通股 3,159,126

张婷 3,040,035 人民币普通股 3,040,0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并购重组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0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和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与其他七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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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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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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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结构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序号 项目 期末数（元） 占资产比例 期初数（元） 占资产比例 增减变动

1 其他流动资产 126,099,204.63 2.37% 254,251,053.32 5.18% -54.25%

2 短期借款 559,000,000.00 10.50% 285,000,000.00 5.81% 80.72%

3 衍生金融负债 42,000.00 0.00%

（1）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下降主要是公司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2）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大幅上升,子公司逐步

调整融资结构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序号 科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变化

1 营业税金及附加 8,931,357.00 3,612,391.02 147.24%

2 资产减值损失 8,149,767.75 2,087,019.01 290.50%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1,200.00 -564,700.00 -57.29%

4 投资收益 47,179.24 81,424.06 -42.06%

5 营业外收入 10,720,569.89 6,043,274.06 77.40%

6 所得税费用 30,430,320.68 19,009,727.86 60.08%

（1）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本期原列支在管理费用中地方税金调整

到营业税金中所致；

（2）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3）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期末未平仓期货交易变动所致；

（4）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收到的利息较少所致；

（5）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所得税增加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三、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序号 科 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变化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9,093,759.98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946,742.40 995,852.90 898.82%

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7,179.24 81,424.06 -42.06%

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192,612.98 10,822,836.48 49.62%

5 投资支付的现金 38,118,632.50

6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546,018.40 3,000,000.00 284.87%

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8,000,000.00 176,000,000.00 86.36%

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882,318.01 31,692,140.09 66.86%

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4,000,000.00 194,602,869.92 -72.25%

（1）报告期内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出口增加退税所致；

（2）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增加主要是收到的政府补贴增

加所致；

（3）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本期理财收益未到期所致；

（4）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精迅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子公司香港重易对外投资缴款所致；

（6）报告期内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增资所致；

（7）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增加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上涨，

子公司融资结构调整所致；

（8）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减少主要是2016年年末贷款较少所致；

（9）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增加主要是票据保证金到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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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因本公司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6年5

月3日起停牌（详见公司2016-022号公告）。该事项于2016年5月7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

2016年9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铜陵精

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其摘要，并于2016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6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07号）。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积极组织中介机构等各

方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

充和完善。

2016年10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公告》（详见

公司2016-070号公告），并于2016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召开了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详见公司2016-073号公告）。

2016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司2016-071号公

告），2016年11月4日，公司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2016-074号公告）。 并

于同日发布了《精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2016年11月1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62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 公司收到

《二次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等各方共同对《二次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鉴于《二次问询函》涉及的相关情况需核实、查证，并需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相

关核查意见， 公司就本次重组方案与监管部门沟通后，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多次发布了

《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二次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7年2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调整的提示性公告》（详见

公司2017-014号公告）。

2017年3月2日，公司对《二次问询函》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2017-019号公告），

并于同日发布了《精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3月2日开市起复牌。

2017年3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特殊性、监管政策的变化、涉及海外资产调查以及公司对项目

预案做了相关调整等因素，项目的推进受到了影响，延缓了整体工作进度，导致目前尚

未完成相关工作。 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并公告重组报告书等

相关文件。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后续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

定， 制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调整方案， 方案调整将涉及重新确定发行价格

等。 同时公司将会加快推进审计、评估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待相关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并发布召开股东

大会通知，同时披露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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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

日期 2017-04-27

证券代码：

600577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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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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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6年5月3日起停牌（详见公司2016-022号公告）。 该事项已于2016年5月7日进入重

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详见公司2016-024号公告）

并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9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已按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2016-025号公告、2016-027号公告、

2016-029号公告、2016-030号公告）。

2016年6月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详见公司2016-031号

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详见公司2016-032号公告、2016-033号公告、2016-035号公告）。

2016年7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7月7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2016年7月14日，公司按规定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2016-039号

公告）。

2016年7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8月7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继续

停牌事项尚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7月 21日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

2016-041）。 公司于2016年8月3日10:00-11:00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投资者说明

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com）。

2016年8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6日披露的《201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47）。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公司股

票自2016年8月7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2016年8月5日，公司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中的主要交易对象Highlight� Vision� Limited（HK）签署了

《资产购买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6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8）。

因公司无法在停牌期满4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于2016年9月6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4）。 停牌期间，公司根

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050、2016-051、2016-052、2016-053、2016-055、

2016-056、2016-058）。

2016年9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铜陵精

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其摘要，并于2016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6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07号）。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积极组织中介机构等各

方共同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补

充和完善。

2016年10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公告》（详见

公司2016-070号公告），并于2016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召开了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详见公司2016-073号公告）。

2016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司2016-071号公

告），2016年11月4日，公司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2016-074号公告），并

于同日发布了《精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2016年11月1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62号）（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 公司收到

《二次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等各方共同对《二次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鉴于《二次问询函》涉及的相关情况需核实、查证，并需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相

关核查意见， 公司就本次重组方案与监管部门沟通后，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多次发布了

《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二次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本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2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调整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

司2017-014号公告）。

2017年3月2日，公司对《二次问询函》进行了回复（详见公司2017-019号公告），

并于同日发布了《精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按照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3月2日开市起复牌。

2017年3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

见公司2017-032号公告）。

2017年3月31日， 公司按照规定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

2017-033号公告）。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后续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有关规定，

制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调整方案，方案调整将涉及重新确定发行价格等。

同时公司将会加快推进审计、评估以及独立财务顾问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待相关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并发布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同时披露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公司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每月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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