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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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东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传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周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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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084,532.21 2,493,150,751.38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34,493,652.73 2,024,349,755.71 5.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370,896.38 75,806,242.53 -74.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营业收入 543,029,074.58 444,162,734.42 2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0,143,897.02 84,426,014.08 3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032,053.07 84,224,892.64 24.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7.56 减少2.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6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6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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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28.88 系固定资产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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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00.00 系子公司收到政府扶持企业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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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520.81 系委托银行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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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1,703,947.98

合计 5,111,8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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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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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东军 74,625,000 30.69 74,6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马峻 61,125,000 25.13 61,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TIONAL�S.

A.

17,647,100 7.26 17,647,100 无 境外法人

蔄毅泽 13,500,000 5.55 13,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EURO�DIAMOND�

(HK)�LIMITED

8,823,500 3.63 8,823,500 无 境外法人

南京传世美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306,000 2.18 5,306,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芳 1,370,100 0.56 1,370,100 无 境内自然人

侯钦源 474,429 0.20 474,429 无 境内自然人

何朝阳 301,614 0.12 301,614 无 境内自然人

吴跃明 205,500 0.08 205,5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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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钦源 474,429 人民币普通股 474,429

何朝阳 301,614 人民币普通股 301,614

吴跃明 20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00

胡大勇 167,134 人民币普通股 167,134

韩成业 15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700

刘玉琴 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

王惠荣 151,572 人民币普通股 151,572

葛道斌 1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000

刘刚 144,139 人民币普通股 144,139

张静 141,508 人民币普通股 141,5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沈东军先生系马峻先生妹夫，马峻先生和蔄毅泽女士

为夫妻关系；南京传世美璟投资有限公司系沈东军先生、马峻先生

实际控制的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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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97,473,776.19 779,365,019.84 -61.83% 主要系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1,704,354.65 14,209,503.61 3219.64% 主要系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应付账款 170,073,393.17 263,766,814.92 -35.52% 主要系偿还应付账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543,029,074.58 444,162,734.42 22.26%

主要系直营及加盟营业收入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119,374,120.63 96,557,837.18 23.63% 主要系营销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33,813.51 1,917,991.00 -122.62%

主要系负债到期及汇兑损失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3,983,520.81 0.00 主要系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72,586.47 597,725.44 397.32%

主要系收到政府扶持企业发展资

金所致

利润总额 147,067,038.09 112,738,317.60 30.45%

主要系营业总收入增加、财务费

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净利润 110,143,024.76 84,404,001.21 30.50%

主要系营业总收入增加、财务费

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10143897.02 84426014.08 30.46%

主要系营业总收入增加、财务费

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70,896.38 75,806,242.53 -74.45% 主要系支付商品采购货款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00,000,000.00 0.00 主要系收回短期理财本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630,438.61 0.00

主要系购买短期理财产品获取收

益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587,000,001.00 0.00 主要系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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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 东 军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00

证券简称：通灵珠宝 公告编号：

2017-022

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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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第一

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门店变动情况

2016年12月末，公司经营的直营店门店数为92家，建筑面积为16,995.55平方米；专厅

门店数为200家，建筑面积为10,855.54平方米；加盟门店数为286家。 报告期内，公司直营

门店数增加5家，建筑面积为606平方米,减少6家，建筑面积为691.42平方米；加盟门店数增

加29家店，建筑面积为2,390平方米,无减少门店。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同

期增减（%）

零售店 17,069.62 5,443.21 68.11% 16% 10.06% 2%

专厅 22,952.79 9,427.97 58.92% 14% 12.98% 1%

加盟 14,280.49 9,046.61 36.65% 55% 53% 2%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

用。

特此公告。

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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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焦承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德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德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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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2,826,287.65 11,747,899,208.39 1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76,988,689.37 9,674,172,643.58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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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745,728.75 218,580,075.69 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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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636,198.77 981,009,195.18 -1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93,396.07 19,527,209.25 27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8,437,608.26 10,915,553.16 52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0.21 增加0.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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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59.8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169,972.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862.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552.63

所得税影响额 60,590.05

合计 5,755,7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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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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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21,087,800 30.08 质押 75,416,000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220,505,190 12.73 未知 境外法人

亚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93,220,338 5.38 93,220,338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608,500 1.65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0,029 1.44 无 其他

YITAI� GROUP� (HONG� KONG) �

CO�LIMITED

22,399,200 1.29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000 1.21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9,177,191 1.11 无 其他

李俊 16,700,000 0.96 无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

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95,090 0.9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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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1,087,8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087,800

HKSCC�NOMINEES�LIMITED 220,505,19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0,505,1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60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08,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5,000,029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29

YITAI�GROUP�(HONG�KONG)�CO�LIMITED 22,399,2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399,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9,177,191 人民币普通股 19,177,191

李俊 16,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595,09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5,09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13,514,968 人民币普通股 13,514,968

注：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普通股股东总数50,020户，其中A股49,922户，H股9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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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0.00 71,019,524.42 -100.00% 衍生金融工具所致

应收利息 6,226,335.00 2,867,198.83 117.16% 应收债券利息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753,974,596.73 1,088,620,974.38 -30.74% 到期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850,703,650.81 431,415,837.62 560.78% 对外投资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1,938,366.88 不适用 衍生金融工具所致

应付票据 726,379,939.62 367,269,230.09 97.78% 原材料采购量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35,508,994.00 253,518,954.36 71.79% 预收合同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91,278,668.64 81,951,751.86 133.40%

长期借款 900,000,000.00 不适用 增加银行借款

专项应付款 57,802,994.79 13,162,994.79 339.13% 主要为专项拨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7,919,077.54 100,712,950.54 -72.28% 衍生金融工具所致

合并利润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766,802.75 -7,550,110.79 110.16% 主要为利息收入减少以及汇率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830,572.63 100,607,821.08 -118.72% 已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收回所致

净利润 72,204,758.13 11,523,187.43 526.60% 主要为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利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00% 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113,985.39 69,822,994.09 -48.28% 主要是支付增值税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85,000,000.00 520,000,000.00 108.65% 理财产品本期收回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2,159,022.41 8,461,101.37 43.70% 取得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94,487,487.75 100,000,000.00 2294.49% 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55,833,818.72 不适用 非公开发行股份吸收投资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0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取得银行借款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82,297,669.44 5,401,800.00 1423.52% 主要是应付票据保证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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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24日，公司与Axle� ATL� Cayman� Limited、ASIMCO� Technologies� Limited、ASIMCO� Technologies�

Hong� Kong� Limited及亚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及以现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购买协议》” ），2016年4月28日，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签订《股权转让及以现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股票对价对应的交易金额为55,000万元，现金对价对应

的交易金额为165,000.00万元。

交易对方为注册于美国的全球产业投资基金Bain� Capital� Investors,LLC（以下简称“贝恩资本” ）旗下部分投资平

台公司。

标的公司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万

元）

亚新科凸轮轴（仪征）有限公司 Axle�ATL�Cayman�Limited 63.00 11,745

仪征亚新科双环活塞环有限公司 Axle�ATL�Cayman�Limited 63.00 45,470

仪征亚新科铸造有限公司 Axle�ATL�Cayman�Limited 70.00 680

亚新科国际铸造（山西）有限公司 亚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49,980

亚新科噪声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

亚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3.00 14,307

亚新科工业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77.00 47,898

CACG�LTD.�I 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49,920

合 计 220,000

此次重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5年

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和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对配套募集资金发

行底价进行调整，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3190号》文核准，公司采用

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向亚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中国投” ）购买亚新科国际铸造（山西）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山西” ）100%股权、亚新科噪声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科NVH” ）

8.07%股权。

2017年1-2月，公司支付了股权对价款220,077,184.81美元，并于2017年3月进行了发行股份的登记。 截至2017年3月

31日，公司所收购资产的股权全部变更到公司名下,所收购资产正在进行交割审计，本期尚未合并所收购公司财务报表。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于2017年3月4日发布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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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临2017-001）、

2017年3月16日发布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临2017-002）、

2017年3月25日发布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临

2017-003）及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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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承尧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

2017-015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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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6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6月16日上午9点

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6月16日

至2017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

4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

5 《关于聘任2017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购保证的议案》 √

7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和H股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

案》

√

8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9 《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7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

议公告已于2017年3月28日刊登于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可参阅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9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拟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之投票事项请参阅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717 郑煤机 2017/6/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资格

凡截至2017年6月9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A股股东，均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可以书面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未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均有权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资格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2、出席回复

拟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亲身或其代理人）应于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当日或之前将出席会议的回

执以专人递送、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股东回执见附件2），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

电话：0371-67891017

传真：0371-67891000

收件人：习志朋

拟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之出席回复时间和方式请参阅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3、登记办法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

传真：0371-67891000

符合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受托人身份证。

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办理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

证（委托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代理人还应传真或邮寄下列相关文

件的复印件至本公司：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拟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之登记办法请参阅公司于H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4、登记截止日：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以便验证入场。

3、发送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4、咨询电话：0371-67891017

传真：0371-67891000

联系人：习志朋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参会回执

报备文件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2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3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4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

议案》

5 《关于聘任2017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融资租赁业务中为客户提供回购保证的议案》

7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和H股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

案》

8 《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9 《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参会回执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月日

（注：上述回执的简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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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Huang�Charles�

Mingyuan

董事 公出 吴秋婷

1.3� 公司负责人叶利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一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安枫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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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718,381.94 843,305,011.51 3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33,199,265.12 519,564,363.42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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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00,056.33 14,837,985.69 2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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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94,134.58 82,907,824.02 12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624,330.70 5,378,991.40 15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959,212.33 5,271,650.00 8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9 1.01 增加1.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6 0.00

注：公司在2016年度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9,188.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的比

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股本13,782.00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2,970.00万股。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按目前股本22,970.00万股重新计算应为0.02元/股，本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

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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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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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6.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209,587.97

所得税影响额 -646,785.60

合计 3,665,1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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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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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盛洋电器有限

公司

76,530,000 33.32 76,530,000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叶利明 37,095,000 16.15 37,09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442,740 4.98 0 无 0 未知

徐凤娟 7,130,000 3.10 7,1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盛洋 7,000,000 3.05 7,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970,055 1.73 0 无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行业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023,982 1.32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

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627,360 1.14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邮创新优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00,000 1.13 0 无 0 未知

叶美玲 2,000,000 0.87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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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

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42,740 人民币普通股 11,442,740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970,055 人民币普通股 3,970,05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行

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3,982 人民币普通股 3,023,982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27,360 人民币普通股 2,627,36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创

新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97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3,8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

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1,608 人民币普通股 1,611,608

马文琴 1,1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2,000

张永超 1,028,392 人民币普通股 1,028,392

沈幼生 993,530 人民币普通股 993,5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盛洋电器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叶利明和徐凤娟夫妇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除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还通过盛洋电器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叶盛洋系叶利明和徐凤娟夫妇的儿子；叶美玲系叶利明的姐

姐；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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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00,355,226.39 153,837,601.29 95.24%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采购款增

加， 导致期末银行承兑汇票保

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267,746,422.42 180,702,073.15 48.17%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2,442,179.87 154,908.31 14387.40%

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材料采购货

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912,180.86 6,169,258.33 -52.80%

主要系期末应收出口退税款减

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36,397.25 2,172,638.15 269.89%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进项税额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28,532.70 630,942.00 728.69%

主要系期末预付设备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360,931,180.00 258,432,286.34 39.66%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衍生金融负债 18,000.00 61,536.00 -70.75%

主要系本期衍生金融负债相应

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票据 167,393,183.61 9,908,718.36 1589.35%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采购款增

加所致。

应付账款 93,213,268.64 38,783,208.73 140.34%

主要系期末公司采购款尚未支

付所致。

预收款项 4,694,585.09 9,756,881.06 -51.88%

主要系销售预收款项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706,918.58 1,282,094.98 -44.8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薪酬所

致。

应交税费 594,964.14 1,268,896.30 -53.11%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减

少所致。

应付利息 1,628,741.45 1,187,864.51 37.12%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付款 1,210,994.66 2,781,122.33 -56.46%

主要系上年度重组费用本期支

付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85,894,134.58 82,907,824.02 124.22%

主要系本期公司新增SKD组装

件业务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49,265,514.95 59,521,533.10 150.78%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导致相应

的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907,067.65 441,906.92 331.55%

主要系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本期增值

税附加税等税费全部转至税金

及附加核算所致。

销售费用 1,881,353.44 3,216,705.71 -41.51%

主要系本期销售人员工资变动

所致。

管理费用 11,693,552.04 8,924,932.53 31.02%

主要系本期研发费用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4,307,987.64 2,452,302.50 75.67%

主要系本期公司借款增加，相

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8,780.00 126,284.00 -53.45%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300,056.33 14,837,985.69 279.43%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21,302.18 -5,069,616.90 -60.20%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960,432.99 -73,785,197.04 68.88%

主要系本期支付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增加所致。

注：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由2016年一季度的8,290.78万元增长至2017年一

季度的18,589.41万元，增长124.22%，主要因公司2017年开始正式通过供应链制造模式开展

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业务，目前公司运营的产品为SKD组装件，该产品主要为消费类手机电

子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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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公司结合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渠道优势，尝试通过供应链制造模式研发新的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

业务。 公司拟建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研发设计能力为核心，以严格的过程管控能力为依托，通过与行业内其他著名的

专业生产厂商建立长期合作为基础，形成专业一体化的供应链制造模式。 经过初步尝试，该业务模式已相对成熟。

2017年1-3月，公司通过供应链制造模式服务于与公司主业相关的电子产品行业，目前SKD电子产品的销售已全面

展开，销售规模增速较快，运营效果已初见成效。未来，公司将不断进行研发和拓展销售，开发与公司规模业务相匹配的各

类产品，主要面向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业务，以促进公司新老业务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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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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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利明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公司代码：

603703

公司简称：盛洋科技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00

公司简称：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17

公司简称：郑煤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