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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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孙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洪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韩庆广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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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477,859.00 1,793,975,493.44 5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86,034,935.64 989,701,485.99 1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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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480.72 52,270,694.47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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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80,121.48 260,842,696.73 3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974,973.97 41,174,318.70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3,443,107.93 39,503,891.85 9.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4 4.84 减少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6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6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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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30.65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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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5,681.22 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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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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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86.33 赔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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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457,498.20

合计 2,531,8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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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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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672,757 43.31 90,672,757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孙忠义 18,588,129 8.88 18,588,12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12,698 3.35 7,012,69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盛华兴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3.01 6,3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5,250,000 2.51 5,2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山东鑫沐投资有限公司 5,250,000 2.51 5,2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990,000 1.91 3,99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3,780,000 1.81 3,78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孙玉英 2,081,353 0.99 2,081,35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孙洪杰 2,081,353 0.99 2,081,35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春雨 2,081,353 0.99 2,081,35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胡加强 2,081,353 0.99 2,081,35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荣良 2,081,353 0.99 2,081,35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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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2,227 人民币普通股 112,227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856 人民币普通股 20,8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904 人民币普通股 13,90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66 人民币普通股 12,1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166 人民币普通股 12,166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428 人民币普通股 10,428

银华财富资本－工商银行－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7,940 人民币普通股 7,9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农行 6,952 人民币普通股 6,95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6,952 人民币普通股 6,952

长江金色晚晴（集合型）企业年金计划－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952 人民币普通股 6,9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

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均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山东

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分别为孙忠义

和孙鹏，孙忠义和孙鹏为父子关系外，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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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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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即以2016年

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56,870,000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6.00�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94,122,000.00元。截止目前，利润已

按需分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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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 鹏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586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临

2017-003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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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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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汽车制造》、《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

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

据披露如下：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二、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三、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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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胡锦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肖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李美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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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969,552.12 1,893,518,937.53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38,124,671.12 810,066,092.63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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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35,015.41 -28,106,879.42 -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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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71,884.60 171,003,959.66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058,578.49 25,178,202.47 1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431,979.55 24,764,263.60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0 5.56 减少2.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8 -1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8 -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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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9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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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1,551.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203.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1,178.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45.77

所得税影响额 -334,446.68

合计 2,626,5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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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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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生 25,650,000 21.38 25,65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胡健 22,500,000 18.75 22,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4,500,000 12.08 0 质押 14,500,000 境外法人

LIEW�YEW�THOONG 4,950,000 4.13 0 无 境外自然人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3.75 4,5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胡爱敏 2,700,000 2.25 2,700,00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天堂硅谷合胜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250,000 1.8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天堂硅谷合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250,000 1.8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瞰金32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95,000 1.00 0 无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瞰金28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42,000 0.9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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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00

LIEW�YEW�THOONG 4,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0,000

浙江天堂硅谷合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浙江天堂硅谷合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瞰金

3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5,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瞰金

2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2,000

上海长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丰勤有限公司 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源盛恒瑞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000

张成辉 1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胡健系胡锦生之子，胡爱敏系胡锦生之妹。 2、胡健持有台州聚合29.44%的股份。 3、香港朗生

和丰勤有限为一致行动人，系国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股的投资控股公司。 4、合丰创业和

合胜创业的第一大股东均为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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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2017年0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 增减变化原因

应收票据 63,636,409.28 34,303,168.76 85.51

主要系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

致

应收账款 172,582,792.45 103,058,424.32 67.46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3,575,838.47 1,847,975.25 634.63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8,534,732.20 100,723,416.54 -41.89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回余额减

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94,558.39 4,141,188.94 -34.93

主要系合并报表未实现销售库存

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2,947,158.40 9,306,607.01 -68.33

主要系上年开具承兑已到期兑付

所致

预收款项 1,170,822.40 2,694,013.41 -56.54 主要系客户预付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828,310.73 20,409,920.40 -42.05 主要系年终奖在本年初支付所致

研发支出 3,711,008.94 962,667.50 285.49

主要系研发项目符合资本化条件

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3,431,256.78 8,989,522.57 49.41

主要系未交增值税、未交企业所得

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2017年03月31日 2016年03月31日 增减% 增减变化原因

税金及附加 2,270,004.67 1,069,657.21 112.22

主要系根据财政部有关政策规定

将会计核算变化所致增加。

销售费用 2,379,553.68 1,723,320.00 38.08 主要系运费、促销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50,055.96 1,535,348.23 98.66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增加从而增

加减值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525,867.37 1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3,068,810.67 606,696.33 405.82 主要系收到政府上市政策奖励

营业外支出 401,997.37 205,246.73 95.86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563,966.48 6,057,528.75 41.38 主要系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2017年03月31日 2016年03月31日 增减% 增减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735,015.41 -28,106,879.42 -41.37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

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99,685.80 -36,214,121.16 113.25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210,479.61 396,936,156.75 -91.38

主要系去年同期上市发行股票收

到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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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锦生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临

2017-034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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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7日，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

到公司第三大股东朗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生投资” ）解除

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朗生投资将原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解放路支行的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解除质押，上述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已办

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朗生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5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2.08%，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8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8%。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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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张桂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建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廖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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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107,540.92 2,645,773,082.75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63,364,102.31 1,196,331,781.32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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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66,703.81 -245,119,0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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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210,051.22 440,983,142.78 5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466,573.35 49,633,199.48 2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855,453.95 49,930,932.89 2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4 4.67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172 0.18610 29.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670 0.18610 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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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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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0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83,644.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437.32

所得税影响额 -460,815.93

合计 2,611,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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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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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丰 60,025,000 22.04 60,025,000 质押 4,750,000 境内自然人

陈敬洁 19,857,500 7.29 19,857,50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然人

杨育忠 12,285,000 4.51 12,285,000 质押 3,650,000 境内自然人

荣闽龙 9,945,000 3.65 9,945,000 质押 450,000 境内自然人

林川 9,197,500 3.38 9,197,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侦 7,572,500 2.78 7,572,500 质押 1,32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富邦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0 2.75 7,500,000 质押 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6,550,000 2.4 6,550,000 质押 1,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魏文荣 6,500,000 2.39 6,500,000 质押 1,68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小冰 6,240,000 2.29 6,240,000 质押 2,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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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富邦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6,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5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937,808 人民币普通股 2,937,808

卢红娣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

连

2,555,197 人民币普通股 2,555,19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银保账

户

2,288,362 人民币普通股 2,288,36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742,944 人民币普通股 1,742,94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1,588,722 人民币普通股 1,588,722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89,839 人民币普通股 1,489,8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动力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31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林侦与魏文荣的配偶系姐妹关系；

2.富邦投资为涌源投资控股股东的股东，且富邦投资和涌源投资分别为马雪峰

和马传兴控制的公司，马传兴系马雪峰的父亲；

3.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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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本期）数 期初（上期）数 增减率(%)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68,094,914.82 870,871,196.18 -57.73

主要系投资理财产品增加以及承兑汇票到期结

算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108,566.00 27,445,006.84 -95.96 主要系收到票据已背书所致

应收账款 983,598,564.69 686,859,170.63 43.20

主要系受环卫部门、公路管理单位及其下属企

业等政府类客户预算拨款进度安排等因素所致

预付款项 15,810,348.85 6,874,512.19 129.99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345,561.63 685,229.00 -49.57 主要系计提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59,379,309.33 41,856,632.27 41.86 主要系投标、履约及质量保证金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088,252.24 1,533,990.85 362.08 主要系生产经营性设备配件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9,407,267.42 130,205,257.96 -92.78 主要系预收客户账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518,259.09 64,604,041.42 -43.47 主要系发放2016年度年终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40,129,583.05 57,824,140.13 -30.60 主要系应付费用减少所致

营业收入 666,210,051.22 440,983,142.78 51.07

主要系环卫装备收入及环卫产业服务项目收入

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465,043.40 7,025,505.32 -79.15 主要系缴纳增值税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169,870.55 -3,938,957.00 -70.30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988,180.81 12,292,199.18 103.28 主要系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497,228.06 656.73 380,151.86 主要系投资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63,810.98 84,540.52 1,158.34 主要系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74,472.40 366,341.65 84.11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及公益赞助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6,566,703.81 -245,119,073.85 不适用

主要系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及职工工资奖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354,770.00 -27,239,532.26 不适用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8,488.24 -7,032.55 不适用 主要系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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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3244号），按要求公司于2月14日将反馈意见回

复报送中国证监会， 具体内容详见2月15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告编号为2017-008，同时，公司于3月24日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年度反馈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 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未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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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桂丰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686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

2017-036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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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30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绍兴市设立控股子

公司的议案》。该事项详细内容见2017年3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30）。

近日， 上述控股子公司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

下：

1、公司名称：绍兴市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9BBX41P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阳光商务大厦809室

5、法定代表人：罗翔

6、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7年04月11日

8、营业期限：2017年04月11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环境工程设计、施工；室内外保洁；道路清扫；垃圾清运、垃圾

处理；河道保洁；管道疏通；公厕保洁；园林绿化工程、停车服务；环卫设备的销

售及维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686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

2017-037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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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15：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4日以专人送到和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有5人，公

司董事张桂丰，独立董事黄兴孪、唐炎钊、肖伟等4人因工作出差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张桂潮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6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编制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通过《关于子公司厦门福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

案》。

根据子公司厦门福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经营需要， 现同意将其经营范

围进行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686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

2017-038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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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于2017年4月24日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

议通知于2017年4月24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现

场出席监事3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有2人，职工监事王灿锋因工作出差以

通讯方式参加会议），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沈家庆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

的规定，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 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2016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其它相关

要求，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截至监事会提出本意见时止，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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