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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716

公司简称：塞力斯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10

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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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温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文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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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197,495.58 1,092,480,920.37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2,754,658.19 843,613,981.8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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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5,168.68 -14,476,413.19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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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57,371.48 138,214,291.72 1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630,848.58 11,011,870.26 3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333,066.89 11,012,352.02 1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2 2.36 下降0.64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9 0.29 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9 0.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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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07 固定资产处理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134,293.34 税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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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000 政府奖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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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4

所得税影响额 -765,882.89

合计 2,297,7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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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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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瑞美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

23,480,998 46.10 23,480,99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传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00,290 5.89 3,000,29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沭阳天沐朴石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宿迁天沐君合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3,000,290 5.89 3,000,29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蔚蓝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2,470,000 4.85 2,47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厦门佳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厦门市思明区昭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1,250 4.24 2,161,25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SPILLO�LIMITED 1,852,500 3.64 1,852,500 无 0 境外法人

上海合睿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480,518 2.91 1,480,51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鹰核心资源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94,096 1.76 0 无 0 其他

海口林沐科技有限公司 554,154 1.09 554,154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53,08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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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核心资

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4,096 人民币普通股 894,0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

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3,089 人民币普通股 453,0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兴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9,953 人民币普通股 419,953

曲明彦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转型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827 人民币普通股 399,82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睿丰创新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策略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6,079 人民币普通股 286,079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69,997 人民币普通股 269,997

罗长义 1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600

李爱荣 1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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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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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25,403,014.36 17,530,570.70 -0.31 票据贴现所致

存货 76,051,400.72 104,056,829.07 0.37 业务扩张备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146.07 - -1.00 发票认证时间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800,000.00 26,301,000.00 0.48 新增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919,338.69 1,410,560.68 0.53 仓储物流扩建所致

应付账款 8,459,628.68 19,786,568.22 1.34 供应商结算方式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334,525.88 7,340,927.24 -0.60 薪酬结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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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1），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11日起连续停牌。

2017年1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4），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全力推进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各项工作，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在论证和完善过程中。

2017年1月24日，公司披露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告编号：2017-010）、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7-015）。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披露的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告编号：

2017-010）、《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董事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5）、《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

2017-028）。 公司股票于2017年1月24日开市起复牌。

2017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目前，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通知书的要求

正在组织相关材料，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反馈意见的回复及时披露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受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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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温伟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斯 公告编号：

2017-045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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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下午13:30在公司A栋C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董事张震、庄克服、房志武、张卓

奇、李德军五人因出差无法现场出席会议，以传真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部分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7年

第一季度报告》。

（二）《关于投资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广

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三、备查文件

1、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斯 公告编号：

2017-046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

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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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禾通” 或者“目标公

司” ）；

●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塞

力斯” ）对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40,000,000.00元（大写：肆仟万元），获取目标公司10%的

股权；

●特别风险提示：存在因市场情况变化，导致信禾通业务开展不顺利，从而出现亏损造

成公司投资损失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实现公司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在广西省得以更好发展，促进战略目标的

持续推进与快速发展，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与信禾通原股东姜寿林、刘贞、李柏雄、信禾

通签署了《股权增资协议》，并与信禾通、其实际控制人李志忠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塞力斯对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4000万元（大写：肆仟万元），获取目标公司10%的股权。 目

标公司各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万

元）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后注册资本（万

元）

增资后

持股比例

1 刘贞 3,500.00 70.00% 3,500.00 63.00%

2 姜寿林 1,250.00 25.00% 1,250.00 22.50%

3 李柏雄 250.00 5.00% 250.00 4.50%

4 塞力斯 555.56 10.00%

合计 5,000.00 100.00% 5,555.56 100.00%

本次事宜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 亦不属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股权增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姜寿林，男，中国国籍，住址为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31号八桂绿城苏堤春晓*区*栋

*号，身份证号码为：23070419****031。 姜寿林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任职务 主营业务

南宁民嵩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25% 监事 医疗器械销售业务

2、刘贞，女，中国国籍，住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新民路*号*栋*单元*号，身份证号码为：

45252819****024。 刘贞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任职务 经营范围

南宁至冠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70% 监事

销售：Ⅱ、Ⅲ类：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医用Ｘ射线设备；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Ⅱ类：医用光学器具、仪

器及内窥镜设备（许可证有效期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５日）。

广西海润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

50% 监事

对娱乐业、旅馆业、餐馆业、医疗业、医疗器械业、保险业、冶金

业、生物化工业、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业、养殖业、科技

业等行业内的项目投资；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办公设备、日用百

货等产品销售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3、李柏雄，男，中国国籍，住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新民路*号*栋*单元*号房，身份证号码

为：45252819****77X，担任信禾通监事。

4、李志忠，男，中国国籍，住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新民路*号*栋*单元*号，身份证号码为：

45252819****012，为信禾通实际控制人。 李志忠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担任

职务

经营范围

广西海润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

50% 经理

对娱乐业、旅馆业、餐馆业、医疗业、医疗器械业、保险业、冶金业、生物化

工业、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业、养殖业、科技业等行业内的项目投

资；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办公设备、日用百货等产品销售业务；房地产开

发经营。

本次交易对方为自然人姜寿林、刘贞、李柏雄、李志忠，其本人及对外投资的公司或任

职单位与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业、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工商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5KDCFC1B

名称：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南宁市国凯大道东19号金凯工业园14栋1层2层厂房

法定代表人：李学词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07月22日

营业期限：2016年07月22日至2066年07月21日

经营范围：对医疗业的投资；生产及销售医疗器械（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

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装卸、包装代理服务；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的租赁

及维修；货物运输代理；医疗技术研发及技术转让

（二）投资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信禾通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截至2016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4,610,705.10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业务发展情况

信禾通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主营业务为医疗投资、医疗器械销售、配送。 2016年10

月18日，信禾通与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了合作期为六年的《医用耗材及体外诊断试剂

运营服务框架协议》；2016年12月20日， 信禾通与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签订了合作期为八

年的《医疗耗材智慧物流运营服务框架协议》。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价款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 塞力斯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总额的30%作为预付款汇

入目标公司指定的账户内。

信禾通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后7个工作日内， 塞力斯支付增资款总额的70%至目标

公司指定账户。

塞力斯将上述约定的款项汇入目标公司指定账户，即视为塞力斯已依约完成本协议项

下约定的支付义务。 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塞力斯即享有目标公司股东的法定

权利，履行目标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

（二）2017年度业绩承诺及现金补偿方案：

目标公司及股东刘贞、姜寿林、李柏雄承诺并保证：目标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扣非后）不低于4,000万元（目标利润），如未能完成目标利润，则应按塞力斯增资后的持

股比例对塞力斯进行现金补偿责任。 主要内容包括：

1、如未能完成2017年目标利润，对塞力斯投资现金补偿方法如下：

现金补偿金额=� [（2017年度目标净利润–2017年年度实际净利润）]×10（PE倍数）

×10%（投资比例）。

补偿时间：2018年6月30日前，目标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目标公

司完成审计，根据审计结果于2018年12月31日之前进行结算完毕。

2、如塞力斯完成二期投资时，目标公司该投资基准年度（指2017年或2018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扣非后）达到4,000万元，则承诺人不承担上述补偿责任。

3、塞力斯首期投资4000万元完成后，如果由于信禾通原股东或标的公司原因（例如无

法提供具有证券从业会计师出具的标准审计报告等原因），导致塞力斯二期投资未能按约定

实施，塞力斯有权提出由信禾通原股东回购该股权，信禾通原股东承诺无条件接受。 回购价

格包括塞力斯实际投资成本，以及塞力斯实际投资额按年化10%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

（三）二期收购安排：

公司认为条件成熟时，以经审计的信禾通2017年度经营实际净利润（扣非后）为基础，

并结合未来三年内预期增长情况，对信禾通进行估值，作为公司二期投资（受让原股东股

权）的依据，可启动对信禾通进行41%股权的二期收购计划。 完成二期投资后，公司累计持

有信禾通股权为51%。

（四）业务约定

公司完成首期投资后，信禾通原股东及经营管理层要实现业务转型，大力开拓集约化

业务， 不断提高集约业务在总体收入占比， 力争三年内集约业务在总体收入中占比达到

60%以上。

（五）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姜寿林、刘贞、李柏雄、李志忠承诺，本协议签订后，刘贞、姜寿林、李柏雄本人及其直系

亲属投资或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均不得在广西经营与信禾通存在同业竞争的产品

和业务（IVD集约化业务）。 如刘贞、姜寿林、李柏雄或其关联方发生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问题给塞力斯带来损失的，塞力斯有权要求其立即停止相关行为，并依照塞力斯的要求采

取补救措施，对塞力斯进行补偿。

（六）违约条款及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一经签署，协议各方即应遵守。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规定，违约方应当

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目标公司应在塞力斯缴付增资款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

决；如协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可有管辖权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实现扩大市场布局，整合社会

资源，积极拓展广西新市场，扩大集约化业务市场份额、拓展新的营销渠道。 投资行为完成

后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二）上述投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目前不存在为信禾通

提供担保、委托信禾通理财，以及信禾通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信禾通可能面临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

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确保对子公司的管理。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报备文件

1、《股权增资协议》

2、《战略合作备忘录》

特此公告。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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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栓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卫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张卫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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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30,934,055.12 141,109,374,475.05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423,203,195.84 46,556,533,952.67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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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587,462.48 234,381,764.35 361.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629,547,240.38 5,425,517,435.70 9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7,685,628.03 -550,444,061.27 13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5,464,386.43 -�827,307,047.96 11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2 -1.1755 增加1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61 -0.0169 13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61 -0.0169 1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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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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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71,6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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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1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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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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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6.66

所得税影响额 -24,070,148.31

合计 72,221,2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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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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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7,796,

182,527

54.66 9,934,157,901 质押

7,772,700,

000

国有法人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

1,555,555,

554

4.78 1,555,555,554 质押

1,555,555,

55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237,666,

665

3.80 1,237,666,665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1,222,222,

221

3.75 1,222,222,221 未知 0 未知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专户1号（交易

所）

833,333,

332

2.56 833,333,332 未知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9,833,

413

2.18 未知 0 国有法人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5,555,

555

1.71 555,555,555 未知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371,731,

600

1.14 未知 0 国有法人

招商财富－光大银行－王斌

333,333,

333

1.02 333,333,333 未知 0 未知

招商财富－光大银行－刘辉

333,326,

666

1.02 333,326,666 未知 333,3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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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62,024,626 人民币普通股 7,862,024,62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9,833,413 人民币普通股 709,833,41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1,7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731,6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7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 天茂集团

于 2016�年 3�月 21�日收购了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合邦投

资有限公司及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华人寿 20%、20%和

3.86%股权，收购后天茂集团已持有国华人寿 51%的股权，国华人寿已成

为天茂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新理益集团的控股孙公司。 鉴于国华人寿和理

家盈受同一主体新理益集团控制，形成一致行动关系，需要合并计算国华

人寿和理家盈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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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账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预收客户货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对长期借款重分类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是报告期公司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钢材售价提高所致

营业成本增加是报告期公司生产用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增加是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调整相关会计科目所致

销售费用增加是报告期公司运费结算方式由两票制改为一票制，由原来客户承担的运

费改为本公司承担所致

管理费用减少是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调整相关会计科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是去年同期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营业外收入减少是报告期公司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增加是报告期公司盈利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是报告期公司钢材售价提高导致现金流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本年度基建投资比上年大幅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偿还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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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

议》，预测尾矿资源在2016年的净利润为32,317.95万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2017年4月19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

同专字（2017）第110ZA0001号。 经审计，公司尾矿库2016年度开发实现利润35,251.68万

元，比承诺利润高出2,933.73万元，承诺完成率109%。 2016年承诺的实现方式由新造尾矿

库开发项目调整为销售矿浆，2017年将以收购资产并开发尾矿方式实现承诺利润。 公司根

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收购白云鄂博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相关资产和签署关

联交易协议的议案》正在进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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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栓师

日期 2017.4.28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26

债券代码：“

122342

”和“

122369

” 债券简称：“

13

包钢

03

”和“

13

包钢

04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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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九号———钢铁》第二十五条的相

关规定，公司现将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主要产品 产量（万吨） 销售量（万吨） 平均售价（元/吨）

管材 35 35 3496

板材 173 174 3269

型材 45 38 3773

线棒材 24 22 2822

该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使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公司代码：

600074

公司简称：保千里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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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庄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年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贺建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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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2,546,221.49 9,442,161,330.03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52,969,503.30 4,374,924,404.6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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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106,922.24 111,406,906.90 -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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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888,196.53 596,205,923.81 7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0,077,278.31 137,453,040.69 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206,874.01 132,270,714.20 19.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81 9.04 减少5.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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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6,4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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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7,183.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920.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613.37

所得税影响额 -2,115,704.25

合计 11,870,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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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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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敏 854,866,093 35.07 854,866,093 质押 810,350,0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339,992,924 13.95 339,992,924 质押 336,553,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陈海昌 108,797,736 4.46 108,797,736 质押 108,000,000 境内自然人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47,970,000 1.97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庄明 42,499,116 1.74 42,499,116 质押 42,000,000 境内自然人

海富通基金－上海银行－上银

海富通丙申定增基金一号资产

管理计划

40,150,814 1.65 40,150,814 无 其他

红塔红土基金－浙商银行－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0,150,814 1.65 40,150,814 无 其他

蒋俊杰 27,199,434 1.12 27,199,434 质押 27,199,434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345,844 0.63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330,637 0.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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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 47,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97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4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5,345,8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常态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30,637 人民币普通股 15,330,637

丁韶华 1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00

陈媛媛 10,585,221 人民币普通股 10,585,22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新驱动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04,190 人民币普通股 8,704,190

任元林 8,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5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05,388 人民币普通股 6,605,388

许巧云 6,144,786 人民币普通股 6,144,78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5,864,768 人民币普通股 5,864,7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庄敏、庄明、陈海昌、蒋俊杰为一

致行动人；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任元林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

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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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预付款项 1,091,129,042.32 565,876,347.01 525,252,695.31 92.82%

长期应收款 11,360,563.29 27,341,107.74 -15,980,544.45 -58.45%

长期股权投资 1,537,518,910.61 1,039,653,308.93 497,865,601.68 47.89%

应付票据 121,143,243.00 33,054,142.00 88,089,101.00 266.50%

应付职工薪酬 28,884,209.99 75,927,586.05 -47,043,376.06 -61.96%

应付利息 38,621,136.91 21,970,751.90 16,650,385.01 75.78%

（1）预付款项本期末增加92.82%，主要原因是公司采购的主要材料供应商备货周期长需预付货款及预付智联网联

专用车款所致；

（2）长期应收款本期末减少58.45%，主要原因是本期客户按合同约定回款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本期末增加47.89%，主要原因是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4）应付票据本期末增加266.50%，主要原因是以票据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末减少61.96%，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了2016年度奖金所致；

（6）应付利息本期末增加75.78%，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增加相应的利息增加所致。

3.1.2 利润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1,031,888,196.53 596,205,923.81 435,682,272.72 73.08%

营业成本 618,436,047.21 364,062,704.71 254,373,342.50 69.87%

税金及附加 8,111,206.28 3,017,038.76 5,094,167.52 168.85%

销售费用 32,182,598.52 14,910,514.53 17,272,083.99 115.84%

管理费用 119,325,308.01 68,467,079.78 50,858,228.23 74.28%

财务费用 56,837,817.23 11,852,709.70 44,985,107.53 379.53%

资产减值损失 ?22,673,508.16 ?1,294,234.17 21,379,273.99 1651.89%

投资收益 -14,620,774.70 -2,430,966.45 -12,189,808.25 -501.44%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73.08%，主要原因是平台型智能硬件系列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69.87%，主要原因是成本随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长所致；

（3）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168.85%，主要原因是销售增加，相应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15.84%，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而增加了营销投入所致；

（5）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74.28%，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了研发投入、职工薪酬及新增办公场地租赁费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79.53%，主要原因是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1651.89%，主要原因是公司期末应收款项增加，相应计提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501.44%，主要原因是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科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70,106,922.24 111,406,906.90 -881,513,829.14 -791.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8,867,278.48 -149,821,291.52 -379,045,986.96 -253.00%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791.26%，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253.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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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股票解锁暨上市

2016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股票解锁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决定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95名激励对象的股票实施第一次解

锁，可解锁比例为20%，可解锁股份为773.9404万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7年1

月3日上市。 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披露的2016-127号公告。

2、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2016902号）：“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请予以配

合。 ”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截止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暂无进展。 调

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向广大投

资者披露相关进展。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26日、2017年2月25日、

2017年3月25日、2017年4月25日披露的2016-130号、2017-004号、2017-006号、

2017-008号、2017-019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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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敏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