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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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8人。

1.3�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1.4�除特别说明外，本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为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统称“本集团” ）数据，以人民

币列示。

1.5�本公司董事长金煜、行长胡友联、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施红敏、财务机构负责人周宁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7年3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6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额 1,782,347,344 1,755,371,102 1.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837,545 115,769,223 3.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96 19.28 3.53%

项目

本报告期

2017年1至3月

上年同期

2016年1至3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185,120 9,288,377 -11.8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4,419 3,636,268 6.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54,071 3,600,539 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3,436� 26,629,737 -188.30%

年化平均资产收益率 0.88% 0.98% 下降0.10个百分点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6% 15.44% 下降2.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5 0.67 -2.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0.65 0.67 -2.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0.64 0.67 -4.48%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7年1至3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103

其他损益 27,419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6,9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净额 20,345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0,348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3

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年修订）

规定计算。

2.3�截止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普通股股东的持股

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74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数量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798,638,319 13.3 798,638,319 - -

国有

法人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BANCO�SANTANDER,�S.A.） 389,120,000 6.48 389,120,000 - -

境外

法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9,120,000 6.48 389,120,000 - -

国有

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90,499,900 4.84 290,499,900 - -

国有

法人

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5,040,067 4.08 245,040,067 - -

国有

法人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80,876 3.36 201,480,876 -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162,120,000 2.7 162,120,000 - -

境外

法人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总公司 116,373,688 1.94 116,373,688 - -

国有

法人

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14,214,547 1.9 114,214,547 - -

国有

法人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107,950,000 1.8 107,950,000 质押 107,95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种类及数量

流通股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8,020,090 人民币普通股 18,020,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4,925,194 人民币普通股 4,925,194

UBS��AG 4,622,228 人民币普通股 4,622,228

贝莱德（新加坡）有限公司－ISHARES安硕富时A50中国指数ETF（交易所） 3,334,740 人民币普通股 3,334,740

黑龙江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27,365 人民币普通股 3,327,365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2,99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1,900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富时中国A50ETF 2,780,508 人民币普通股 2,780,508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94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1,9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9,915 人民币普通股 1,809,9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罗姣青 9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953,800

杨纬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江志明 7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792,500

刘富勇 7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巨化集团公司与菲达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巨化集团公司、菲

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及简要分析

3.1�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

负债总额 1,662,057,464 1,639,152,488 1.40%

存款总额 864,011,934 849,073,364 1.76%

其中：企业活期存款 292,855,081 295,957,372 -1.05%

企业定期存款 195,426,038 204,163,213 -4.28%

储蓄活期存款 60,113,318 55,967,453 7.41%

储蓄定期存款 146,740,493 148,802,561 -1.39%

资产总额 1,782,347,344 1,755,371,102 1.54%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589,971,289 553,999,300 6.49%

其中：企业贷款 406,463,835 359,625,050 13.02%

个人贷款 124,322,736 119,098,293 4.39%

票据贴现 59,184,719 75,275,957 -21.38%

注：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2�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业务种类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

利息净收入 5,234,160 7,206,614 -27.3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681,606 1,797,118 -6.43%

投资收益 1,891,921 -125,105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 -2,030,095 -8,990 不适用

汇兑净收益 1,388,380 394,313 252.10%

其他业务收入 19,148 24,427 -21.61%

营业收入 8,185,120 9,288,377 -11.88%

3.3资本结构

单位：人民币千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 增减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19,486,581 115,545,041 3.41%

一级资本净额 119,499,902 115,555,644 3.41%

资本净额 140,052,932 136,684,201 2.46%

风险加权资产 1,039,308,162 1,037,999,210 0.1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50% 11.13% 上升0.37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50% 11.13% 上升0.37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 13.48% 13.17% 上升0.31个百分点

3.4�杠杆率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杠杆率水平 6.21% 6.09%

一级资本净额 119,499,902 115,555,644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923,061,591 1,898,546,343

3.5�流动性覆盖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160,119,358.30 151,841,615.53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 89,467,167.28 99,886,852.00

流动性覆盖率 178.97% 152.01%

3.6�资产质量分析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五级分类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类 570,973,881 96.78% 535,550,052 96.67%

关注类 12,219,140 2.07% 11,951,195 2.16%

次级类 2,005,429 0.34% 1,532,112 0.28%

可疑类 3,538,324 0.60% 3,711,337 0.67%

损失类 1,234,514 0.21% 1,254,604 0.23%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589,971,289 100.00% 553,999,300 100.00%

贷款损失准备 17,304,654 — 16,602,775 —

不良贷款率 1.15% — 1.17% —

拨备覆盖率 255.30% — 255.50% —

贷款拨备率 2.93% — 3.00% —

注：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7�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经营效益实现良好开局。 报告期内，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74亿元，同比增长6.55%；

基本每股收益0.65元，同比减少0.02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9.96元，较期初增加0.68元。 年

化平均资产收益率和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88%和13.16%。

资产负债平稳发展。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17,823.47亿元，较期初增长1.54%。 客户存款余额

8,640.12亿元，较期初增长1.76%。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5,899.71亿元，较期初增长6.49%。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6.82亿元，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

20.54%，同比提升1.20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小幅改善。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67.78亿元，较期初增加2.80亿元，不良贷款率

1.15%，较期初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55.30%，较期初下降0.20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水平良好。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为13.48%，较期初提高0.31个百分点，满足监管要

求。

四、重要事项

4.1�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7年

3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增减

报告期内变动的

主要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0,734,010 7,145,338 50.22% 交易性债券投资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831,457 1,361,893 -38.95% 货币衍生金融资产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2,026,856 19,257,167 66.31%

买入返售债券及同业存单规模

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709,079 307,656 130.48% 债券卖空业务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904,420 1,520,235 -40.51% 商品衍生金融负债减少

应交税费 3,290,826 2,103,423 56.45%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增加

其他负债 11,053,806 3,389,978 226.07% 同城清算款项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690,097 496,194 39.0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增加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

报告期内变动的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损失） 1,891,921 -125,105 不适用 基金分红等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030,095 -8,990 不适用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损失增加

汇兑净收益 1,388,380 394,313 252.10% 外币货币性项目汇兑差额增加

税金及附加 89,162 431,445 -79.33% 营改增影响

营业外收入 29,298 54,032 -45.78% 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981 4,736 -58.17% 捐赠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275,310 780,726 -64.74% 应税收入下降

其它综合收益 196,705 11,285 1,643.0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增加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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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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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公告编号：临2017-01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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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监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4人,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4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议，并出具如下审核意见：本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 同意对外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7-01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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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1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8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对外披露，具体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上海银行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市场风险限额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流动性风险限额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国别风险限额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报告了《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季度经营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度并表管理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 公 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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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国平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晋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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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4,434,760.58 17,355,389,530.60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524,910,605.32 7,119,211,163.93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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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21,994.59 95,469,888.07 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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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862,457.53 1,352,117,398.25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6,445,187.15 142,031,209.32 -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5,195,787.00 153,370,417.53 -1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3 2.48 减少0.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28 0.0576 -1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28 0.0576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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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8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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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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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238.25

所得税影响额 -988,645.01

合计 1,249,4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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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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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533,338,

000

18.06 0 无 0 境外法人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5,143,

859

16.77 0 质押 478,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53,832,

735

5.2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欧基金-宁波银行-骏远1

号股票型资产管理计划

17,403,760 0.5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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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8,083 0.53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

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13,449,566 0.46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370,700 0.39 0 无 0 国有法人

林庄喜 10,900,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

海开源融汇1号资产管理计划

8,593,251 0.29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7,872,526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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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33,338,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533,338,000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5,143,859 人民币普通股 495,143,859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53,832,735 人民币普通股 153,832,735

中欧基金-宁波银行-骏远1号股票型资产管

理计划

17,403,760 人民币普通股 17,403,76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5L-CT001沪

15,508,083 人民币普通股 15,508,083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3,449,566 人民币普通股 13,449,56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37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70,700

林庄喜 10,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0,00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前海开源融汇1号

资产管理计划

8,593,251 人民币普通股 8,593,25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72,526 人民币普通股 7,872,5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 司未知前10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股东持股情况说明：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85万股H股，该股份数登记

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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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主要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期初数

期初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期末金额较期

初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4,150,000.00 0.02 -100.00

收回应收票

据

预付款项 25,746,198.80 0.14 9,635,031.55 0.06 167.21

污水提标改

造预付款

其他应收款 89,838,559.69 0.48 57,027,857.75 0.33 57.53

南通燃气、大

众燃气增加

的往来款项

应付职工薪

酬

41,744,793.09 0.22 83,826,599.45 0.48 -50.20

支付应付未

付薪酬

应交税费 -15,618,343.56 -0.08 -6,734,590.35 -0.04 131.91

进项税抵扣

的增加

应付利息 22,773,319.23 0.12 2,562,873.40 0.01% 788.59

计提应付未

付利息

损益及现金流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365,469.36 1,400,482.35 -126.10 闵行小贷减值冲回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45,697,292.52 210,992,751.07 -30.95

成本法参股单位分红

减少

所得税费用 20,359,219.69 34,749,053.13 -41.41

应纳税额的减少及所

得税优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2,421,994.59 95,469,888.07 122.50

燃气销售结算款增加

等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8,272,763.48 -206,210,281.55 170.73

华璨基金等新项目的

投资实施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79,622,716.51 177,911,421.37 394.42

H股绿鞋募集资金、

发行超短融等到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7年3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公告》（临2017-010），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須予披露交易認

購基金之權益》。 公司与上海华麟、国盛资产、东方国际、华谊投资在上海签署《份额转让及入伙协议》、

《合伙协议》，本公司通过受让9,000万元的认缴出资份额，并新增货币认缴出资91,000万元的方式入

伙华璨基金，成为华璨基金新的有限合伙人。 目前，该基金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首期共募集资金8.3亿

元，实际到位资金8.3亿元。 公司出资5亿元，占首期募集规模的60.24%。 另外经合伙人会议表决，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梁嘉玮担任重大决策委员会委员，公司董秘投资总监金波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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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国平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股票代码：600635� � � � � � � � � � �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2017-021

债券代码：122112� � � � � � � � � � � �债券简称：11�沪大众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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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4月18日以传真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参与表决的董事人

数应为11名，实为11名（独立董事颜学海先生委托独立董事蔡建民先生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7年第1季度报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6年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根据香港联交所要求，港股上市公司需要根据相关指引规定出具年度公司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简称ESG报告）。本报告旨在披露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本公司” ）（股份

代码1635）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的管理理念和本公司2016年内相关方面的表现情况，以促进广大利

益相关方与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更充分地沟通与了解。 本报告应与《上海大众

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一并阅读。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聘请香港中央证券信托有限公司代发H股股息等事项的议案》。

因支付H股股利程序的需要，同意委托香港中央证券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信托人负责公司H股股东分

红派息，并授权金波先生作为授权人代公司行使权力，向代理人签发与代理协议一切有关的指示、指引、

决定、通知及批准等。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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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6

年度跟踪评级结

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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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对本公司2011年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1沪大众” ）进行跟踪信用评级。

在对本公司相关行业、业务运营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中诚信于2017年4月27

日出具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维持公司

债券信用等级为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与2015年度评级结果保持一

致。

详细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和《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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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舒英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民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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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3,749,854.99 7,972,283,298.76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49,753,585.45 2,534,410,504.6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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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49,430.44 -22,168,176.24 -1,3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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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863,536.12 698,046,705.58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86,619.79 19,642,632.72 -1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50,392.08 15,998,436.50 -28.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0.77 减少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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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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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2,3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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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7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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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9.93

所得税影响额 -1,083,043.55

合计 4,636,2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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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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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化集团公司 140,515,222 25.67 140,515,222 无 国有法人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96,627,476 17.65 0 质押 48,300,000 国有法人

邓小山 1,709,000 0.31 0 未知 未知

李宗勇 1,339,372 0.24 0 未知 未知

陈荣升 1,330,600 0.24 0 未知 未知

周强 1,097,700 0.20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4,871 0.19 0 未知 未知

罗姣青 953,800 0.17 0 未知 未知

杨纬 800,000 0.15 0 未知 未知

江志明 792,50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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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96,627,476 人民币普通股 96,627,476

邓小山 1,7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9,000

李宗勇 1,339,372 人民币普通股 1,339,372

陈荣升 1,3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600

周强 1,09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7,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4,871 人民币普通股 1,044,871

罗姣青 9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953,800

杨纬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江志明 7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792,500

刘富勇 7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巨化集团公司与菲达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巨化集团公司、菲

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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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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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334,191,140.60 207,032,016.77 61.42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规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60,461,718.01 272,425,069.17 32.32 主要系本期预付安装款较多所致。

应付票据 647,813,065.80 400,285,500.00 61.84 主要系本期付款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065,379.39 19,018,003.18 -36.56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期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52,133,000.47 74,709,350.26 -30.22 主要系本期上交期末计提的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3,911,899.96 79,650,094.94 -69.98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浙江菲达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的其他应付款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570,850.73 -827,311.74 -89.87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菲达印度有限公司报表折

算差异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6,282,390.08 2,847,191.97 120.65

主要系本期因新会计政策的调整，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等由管理费用调整至税金及附加所

致。

财务费用 22,702,336.20 13,406,707.90 69.34 主要系本期融资总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52,809.40 1,627,943.05 -275.24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浙江菲达脱硫工程有

限公司冲回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1,222,489.60 2,677,054.00 -145.67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利润下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5,263.39 952,447.44 -78.45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222,032.20 792,757.20 54.15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江苏海德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实现利润产生的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743,538.99 -100.00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菲达印度有限公司报表折

算差异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4,049,430.44 -22,168,176.24 -1361.78 主要系本期资金回收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7,249,748.91 -97,273,929.45 30.87

主要系本期购置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建设较

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822,931.57 182,256,788.62 -18.34 主要系本期归还借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公司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鹰集团” ）担保的总体情况

1）截至2016年4月29日（法院裁定受理神鹰集团的破产清算日），本公司为神鹰集团银行融资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15,700万元。

2）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代偿神鹰集团银行融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神鹰集团贷款金融机构 担保借款金额 担保到期日 本公司代偿情况

1 工行诸暨支行 2,700 2016-10-28 已代偿

2 浦发银行诸暨支行 3,000 2016-10-28 已代偿

3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2,000 2016-03-07 未代偿

4 平安杭州湖墅支行 3,000 2016-03-21 已代偿2,000万（注1）

5 招行诸暨支行 2,000 2016-01-09 已代偿

6 稠州银行杭州分行 3,000 2016-10-28 已代偿

合计 15,700

注：未代偿的1000万元平安银行融资由平安银行申报债权，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后不能受偿部分

由本公司补足。

3）反担保抵押资产共两块，最新情况如下:

① 诸暨“朗臻幸福家园”小区的14间商铺，经诸暨市人民法院裁定，其变现价款，本公司在代偿款

57143683.08元、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以年利率6％为

限）计算的利息损失（其中30000000元自2016年11月23日起，27143683.08元自2016年11月24日起计

算）及律师代理费35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披露的《浙江菲达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裁定的公告》。

②诸暨鼎盛苑小区的18间商铺,经绍兴仲裁委员会裁决,本公司对其依法定程序处置后所得价款在

69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披露的《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仲裁裁决的公告》。

4） 本公司对神鹰集团担保事项已累计计提预计负债58,898,303.35元。 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4月

19日披露的《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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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舒英钢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26� � � � � � � �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7－021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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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4月

21日以E-mail等形式发出通知，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

参加董事11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2017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期公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公告临2017-022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的公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公告临2017-023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委托贷款融

资的公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26证券简称：菲达环保公告编号：临2017－022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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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将部分机器设备及相关配套设

施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交易，

融资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融资期限3年。

本公司与平安租赁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37层。

法人代表：方蔚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93亿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公司机器设备及相关配套设施。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内容

1、承租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出租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租赁物：公司机器设备及相关配套设施。

4、融资金额：1亿元。

5、租赁期限：3年。

6、融资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具体内容由本公司与平安租赁公司签署协议约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融资租赁相关手续。

五、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能够有效盘活固定资产,有利于减少短期债

务金额，优化公司筹资结构。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

况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26证券简称：菲达环保公告编号：临2017－023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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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受托单

位：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银行” ）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租赁公司” ）融资，本次融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亿元，贷款期限3年。

本公司与平安租赁公司、华瑞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37层。

法人代表：方蔚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93亿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

2、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号302单元、1506-1508单元

法定代表人：凌涛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月28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

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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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委托贷款主要内容

1、委托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贷款人：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借款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授信额度：1亿元

5、委托借款期限：3年

具体内容由本公司与平安租赁公司、华瑞银行签署协议约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融资业务相关手续。

四、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委托贷款融资有利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本次融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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