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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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韦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坚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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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444,871.78 966,437,931.49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1,532,853.31 263,846,725.94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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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63,387.08 -85,220,1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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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7,409.65 28,762,178.41 -4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13,872.63 -8,422,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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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482.16 -8,421,665.0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3.4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35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35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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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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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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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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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0,3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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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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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75,248,058 32 0 无 国有法人

傅瑞长 8,069,610 3.43 0 未知 未知

南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462,509 1.9 0 无 国有法人

曹关渔 2,539,350 1.08 0 未知 未知

蒋家远 2,294,037 0.98 0 未知 未知

许静波 2,199,000 0.94 0 未知 未知

陈林妹 2,131,600 0.91 0 未知 未知

陈文健 1,606,102 0.68 0 未知 未知

黄辉汉 1,392,300 0.59 0 未知 未知

姜轶 1,350,69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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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75,248,058 人民币普通股

傅瑞长 8,069,610 人民币普通股

南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462,509 人民币普通股

曹关渔 2,539,350 人民币普通股

蒋家远 2,294,037 人民币普通股

许静波 2,1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林妹 2,1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文健 1,606,102 人民币普通股

黄辉汉 1,392,300 人民币普通股

姜轶 1,350,69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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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1.39万

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10.83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人员

减少使得人工及相关费用有较大幅度下降， 但由于计划开展的一些

贸易尚未履行完相关手续，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未能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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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韦韬

日期 201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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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林肖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永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永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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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953,042.15 744,567,002.21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07,547,521.83 698,065,337.4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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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4,822.91 -15,608,649.29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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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6,276.60 57,120,505.61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935,353.02 9,104,778.81 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025,057.72 9,104,778.81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5 1.3 增加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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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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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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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9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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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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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40.35

合计 910,2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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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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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肖芳

64,800,

000

54.00 64,800,000 质押 14000000 境外自然人

东方联合国际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

18,000,

000

15.00 18,000,000 托管 0 境外法人

阿拉山口市康盈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4,500,000 3.75 0 托管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泉州市翔宇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700,000 2.25 2,700,000 托管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林玥佳 295,256 0.2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金芳 293,427 0.2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江文彬 158,820 0.1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赵庆英 153,800 0.1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如铁 153,600 0.1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庄毓娜 151,600 0.13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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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山口市康盈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林玥佳 295,256 人民币普通股 295,256

李金芳 293,427 人民币普通股 293,427

江文彬 158,820 人民币普通股 158,820

赵庆英 1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800

李如铁 15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600

庄毓娜 1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600

楼文睿 138,443 人民币普通股 138,443

陈秀菊 1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100

上海启态易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启

态易方量化进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林肖芳、东方联合、翔宇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以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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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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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肖芳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696

证券简称：安记食品 公告编号：

2017-011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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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4

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书面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17年4月27日在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柯金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

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审议并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检查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出具审核意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696

证券简称：安记食品 公告编号：

2017-012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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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4

月27日在公司办公楼5楼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4月17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及书面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

中独立董事尹建平、卫祥云、张白玲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肖芳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林润泽先生、陈永安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安记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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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薄世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红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丁红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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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9,249,432.33 3,700,596,355.62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89,757,029.24 1,843,534,830.03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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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71,592.55 -58,730,914.84 -425.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75,926,942.48 921,283,205.94 2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443,155.82 74,745,587.53 -3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774,630.81 73,201,180.89 -4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3% 8.01% 减少5.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21 -47.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21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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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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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1,230.60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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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088.76 收到的违约金罚款净利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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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15

所得税影响额 -192,409.84

合计 4,668,5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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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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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304,636,180 76.16 304,636,180 质押 86,051,93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明智合信广富（天

津）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273,420 4.32 17,273,42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延春 16,793,603 4.2 16,793,60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万君 16,793,603 4.2 16,793,60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新长汇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03,194 1.13 4,503,194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396,343 0.1 0 无 0 境外法人

成梦兰 263,300 0.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建国 190,000 0.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伍嘉 190,000 0.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振泽 169,129 0.0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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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396,343 人民币普通股 396,343

成梦兰 26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300

袁建国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伍嘉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吴振泽 169,129 人民币普通股 169,129

高焕良 140,571 人民币普通股 140,571

王如伟 1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

周曰辉 1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700

苗则允 118,096 人民币普通股 118,096

方金纯 11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长久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薄世久、李桂屏夫妇合计持有长

久集团100%的股权，另外，薄世久持有新长汇55.85%的股权，薄世久、李桂屏夫

妇通过长久集团及新长汇合计间接持有公司76.79%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2、李延春系长久集团高级管理人员。 3、李万君系公司监事会主席。 4、除

上述情况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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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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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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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9,151,181.11 56,437,841.57 40.24%

主要系票据结算使用量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97,439,622.69 69,411,013.57 40.38% 主要系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存货 398,411.74 886,599.42 -55.06% 主要系运输成本结转所致

短期借款 448,430,250.00 128,267,000.00 249.61%

主要系短期银行贷款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180,672.48 65,331.03 176.55% 主要系预收运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6,099,852.42 69,379,429.34 -62.38%

主要系年末税金缴纳及经营

税金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6,115,649.60 9,123,299.18 -32.97%

主要系预提商用车保险费减

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余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076,345,784.39 776,224,779.69 38.66%

主要系业务量及单价增加导

致成本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26,579.15 1,457,567.41 183.11%

主要系根据财会[2016]22号

文，车船税等小税种并入营

业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所致

财务费用 -907,871.81 433,743.59 -309.31%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189,238.03 308,114.55 -810.53%

主要系前期应收款收回转销

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8,123,252.29 2,620,917.48 209.94%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和合同

违约金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899,359.29 584,904.95 53.76%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443,155.82 74,745,587.53 -39.20% 详见注释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余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244,863,349.07 943,149,623.04 31.99%

主要系业务量及单价增加导

致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7,780,791.08 26,210,649.18 44.14%

主要系收到客户的代收款项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420,149,950.90 893,479,186.86 58.95%

主要系业务量及单价增加导

致成本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569,684.00 49,331,141.10 45.08%

主要系业务量及单价增加导

致经营税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8,671,592.55 -58,730,914.84 -425.57%

主要系对下游承运商预结运

费及上游客户延迟付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695,183.04 74,720.00 830.38%

主要系处置车辆收款增加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38,193,500.00 17,925,000.00 1786.71%

主要系短期银行贷款增加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427,357.01 734,189.65 -41.79%

主要系汇率变动较上期增幅

有所下降

注释：报告期内，因哈欧国际尚未取得政府的班列补贴，导致出现亏损32,645,292.83

元，从而使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7,628,458.13元。 而上年度同期，哈欧

公司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为-18,064.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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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薄世久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569

证券简称

:

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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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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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7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7年4月

20日以书面通知加电话确认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7名，出席会议的董

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薄世久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对外披露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长久物流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

日公告的2017-【023】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与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在沈阳市于洪区投资建设“长久物流东北多式联运基地” 项目，拟在项目所在

地注册成立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项目投资总额为6亿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2017-【024】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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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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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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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7

年4月27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7年4月20日

以书面通知加电话确认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监事3人，会议由李万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对外披露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长久物流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

日公告的2017-【023】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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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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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类型及投资金额：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沈阳市

于洪区投资建设“长久物流东北多式联运基地” 项目，拟在项目所在地注册成立子公司，注

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项目投资总额为6亿元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周期：主要建设内容为长久物流东北区域多式联运中心、区域

总部及结算中心、整车仓储及物流中心，在取得土地证的前提下，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17

年9月，全部竣工、投产时间为2018年9月，建设时限为1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

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但在未来将对满足公司多式联运需求、布局全国仓储物流基地、提

高公司运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该项目的建设用地最终拿地成功与否以及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存在不

确定性；该建设项目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及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预计

的投资要求。 公司将会积极关注该投资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外投资概述

2017年4月27日，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拟在于洪区

投资建设“长久物流东北多式联运基地” 项目，具体地址为马三家街道，该地块用地范围

为：东至用地界限、南至如意北路、西至规划路、北至304国道（其实际面积和确切位置以国

土管理部门的实测宗地图为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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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各方

甲方：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

乙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

长久物流东北多式联运基地项目

(三)项目建设内容

长久物流东北区域多式联运中心、区域总部及结算中心、整车仓储及物流中心。

(四)建设周期

在取得土地证的前提下，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17年9月，全部竣工、投产时间为2018

年9月，建设时限为1年。

(五)项目用地

项目具体地址为马三家街道，该地块用地范围为：东至用地界限、南至如意北路、西至

规划路、北至304国道（其实际面积和确切位置以国土管理部门的实测宗地图为准）。

(六)项目规模

公司拟在项目所在地注册成立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项目投资总额为

6亿元人民币。

(七)土地取得

乙方拟受让工业（仓储）土地275亩（具体面积以土地成交确认书为准），乙方通过招

标、拍卖、挂牌等合法方式取得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土地总价款最终以土地摘牌价格为准。

(八)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乙方办理审批手续报送的文件、证书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批；协调上级部门为乙方项

目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应乙方需要，协助办理供水、供电、供气（暖）、供燃气等相关

手续；及时安排国有土地出让方向乙方供地；如分期供地，待首期摘牌地块开发完毕后，尽

快安排后期供地。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向甲方提供齐全、合法的各项审批文件、证书及其他相关材料积极快速办理各项审批

手续，并保证在于洪区办理独立法人单位工商注册及独立核算的税务登记，并按协议约定

将东北区域总部及结算中心设置在甲方区域内。

乙方在甲方投资建设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有关

规定；必须依法经营，按章缴纳各项税费，及时全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及相关保险。

乙方在本协议签订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并将规划设计方案、建筑效

果图、建筑平面设计图等各项要件，交由甲方审核。 乙方应于甲方审核后30日之内进行开工

建设，并在开工前三日内将施工合同报甲方备案。 甲方协助乙方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

难和问题。

乙方取得本项目上述地块后，不得擅自转让第三方或进行其他用途的项目开发。

乙方应于签订本补充协议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缴纳1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保证金，

并于项目用地摘牌后按照《成交确认书》的价格及期限全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

(九)合同终止

如有以下情形发生时，协议自动终止：项目用地挂牌后，乙方未摘牌；乙方未按《成交确

认书》之约定及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协议签订三个月内，乙方未对项目进行实质性

推进，未进行规划设计或未进行公司注册。

(十)违约责任

如有以下情形发生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1.�乙方未取得合法手续而非法开工。

2.�未经甲方书面正式同意，将项目股权进行变更或转让。

3.�由于乙方自身原因造成项目实际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纳税额度、形象进度未

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标准。

4.�未在于洪区办理独立法人单位工商注册及独立核算的税务登记，或乙方未将东北区

域总部及结算中心设置在甲方区域内。

5.�乙方未开工建设，或已动工建设但开工建设的面积占应动工开工建设总面积不足三

分之一或者已投资占总投资额不足25%，违反土地相关规定，造成土地闲置，可无偿收回乙

方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6.�由于乙方自身原因造成项目形象进度未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标准，国有土地出让方有

权先行收回未开工土地，而后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十一)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的订立及履行，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甲方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

信用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就乙方在沈阳市于洪区范围内使用土地和开发建设项目签订

本协议。

1.�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2.�履行该协议将使公司在东北区域多式联运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市场竞争力

和整体盈利能力。

3.�该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协议的履行对对方形成

依赖。

六、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该项目的建设用地最终拿地成功与否以及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存在不确定性；该建设项

目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及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预计的投资要求。 公司

将会积极关注该投资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

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项目投资协议》、《项目投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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