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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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益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振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孙振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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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764,388.69 2,926,553,723.88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1,513,376.60 1,024,798,524.9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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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76,880.79 -100,966,416.30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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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84,892.26 287,753,363.76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96,038.44 18,617,488.24 3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797,469.63 16,934,718.96 52.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1.86 增加0.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5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5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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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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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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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5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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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9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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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0

所得税影响额 -35,104.55

合计 198,5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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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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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69,000,000 37.40 69,000,000 质押 20,2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顾益明 17,182,500 9.31 17,182,500 无 / 境内自然人

朱彩珍 11,092,050 6.01 11,092,050 无 / 境内自然人

顾龙棣 11,062,500 6.00 11,062,500 质押 7,500,000 境内自然人

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7,935,000 4.30 7,935,000 无 / 其他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安8号集合资金信托

5,169,543 2.80 0 无 / 其他

王秋林 3,870,000 2.10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鲁崇明 3,607,950 1.96 3,607,950 无 / 境内自然人

郝万美 1,741,600 0.94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张红兰 1,560,000 0.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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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安8号集合资金

信托

5,169,543 人民币普通股 5,169,543

王秋林 3,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0,000

郝万美 1,7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1,600

张红兰 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价值回

报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27,338 人民币普通股 1,427,33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8号单一资金

信托

1,240,55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550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货－安盈

天机9号资产管理计划

1,000,787 人民币普通股 1,000,787

湖南中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乘10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8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878,10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62,334 人民币普通股 762,334

陈继珍 5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59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顾益明、朱彩珍、顾龙棣、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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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38.37%，主要系报告期内以票据结算的工程款较少所致。

2、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113.28%，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报告期末为21.92万元，系应收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息。

4、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32.34%，主要系苏州柯利达研发大楼及成都柯利达光电幕

墙厂房投入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54.76%，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6、应付票据较上年末增加96.70%，主要系报告期内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7、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31.00%，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8、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增加61.62%，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的工程款增加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77.51%，主要系公司采用年薪制，在报告期内支付职工

考核年薪所致。

10、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增加60.21%，主要系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1、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980.00%，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2、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82.96%， 主要系营改增以后流转税及附加税减少所

致。

1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57.11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144.01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的应收账款坏

账损失减少所致。

15、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75.20万元，主要系新合盛保理

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6、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45.25%，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1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7.40%，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18、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为111.8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赔偿货款所致。

19、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0.78%，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减少递延所得

税费用增加所致。

2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39.63%，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减值

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18,390.49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

四川域高股权收购款和苏州柯利达研发大楼及成都光电厂房投入增加所致。

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20,986.39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

银行借款资金增加所致。

2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6.79%，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银行

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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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2016年12月6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中，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变更，公司于

2016年12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草案）摘要（修订稿）》。

截至2017年2月21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东吴-宁波-柯利达1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完成股票购买，股票数量5,169,543

股，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24.50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26,658,030.43元，上述购买的股

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2017年2月23日起12个月。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1月21日、2016年12月7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6

日、2017年2月6日、2017年2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59、

2016-061、2016-074、2016-075、2016-076、2016-077、2016-081、2017-001、

2017-002、20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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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益明

日期 2017.04.27

证券代码：

603828

股票简称：柯利达 编号：

2017-03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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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单位：个、亿人民币、%

业务名称

2017年第一季度

本年累计签订项

目数量

本年累计签订项目

合同额

新签项目数量 新签项目合同额 同比增减

公共建筑装饰工程 11 1.95 -3.83 11 1.95

建筑幕墙工程 10 1.82 19.73 10 1.82

设计业务 38 0.16 22.26 38 0.16

合计 59 3.94 6.83 59 3.94

注：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

参考。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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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秉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联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连桂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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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714,901.46 1,752,211,411.27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67,737,751.66 927,459,466.21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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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12,542.48 80,599,720.96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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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52,195.60 81,581,612.01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389,203.43 24,409,315.24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769,728.21 24,260,172.48 -1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8 2.89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597 0.0723 -17.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597 0.0723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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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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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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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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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78.41

合计 515,5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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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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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58,970,588 57.55 258,970,588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瑞力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7,000,000 6.00 27,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00,000 4.07 18,3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控中科成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

16,800,000 3.73 16,8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11,250,000 2.50 11,25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州市投资管理公司 5,179,412 1.15 5,179,412 无 0 国有法人

UBS���AG 581,600 0.13 581,600 无 0 其他

凌平 366,745 0.08 366,745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小设 331,100 0.07 331,1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邓万益 185,400 0.04 1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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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AG 58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81,600

凌平 366,745 人民币普通股 366,745

杨小设 3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100

邓万益 18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400

叶晖 16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400

孙金宝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张利剑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刘健 1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100

黄展 1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00

戚淑萍 13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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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

变 动 原 因

货币资金 234,490,738.91 89,926,546.40 160.76 本期发行11250万新股，货币资金增加

其他应收款 438,787.65 108,387.92 304.83 主要是押金、备用金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53,568.23 1,854,721.42 226.39 主要是预付长期资产购买款增加

应付账款 205,443,352.77 311,565,689.69 -34.06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前期工程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5,384,374.99 11,385,718.87 -52.71

主要是支付了2016年尚未支付的短期

薪酬

其他应付款 4,528,369.42 1,421,286.53 218.61 主要是应付保证金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6,793,000.00 105,992,608.70 -65.29 主要是本期归还借款

长期借款 132,487,000.00 249,068,505.30 -46.81 主要是本期归还借款

股本 450,000,000.00 337,500,000.00 33.33 本期发行11250万新股

资本公积 623,644,781.60 318,255,699.58 95.96 本期发行11250万新股溢价

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比例

（%）

变 动 原 因

税金及附加 2,502,726.03 998,118.94 150.74 主要是本期应纳土地使用税、城建税等增加

财务费用 8,845,281.84 7,697,006.58 14.92 主要是本期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

营业外收入 1,098,697.78 1,901,507.49 -42.22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变 动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412,542.48 80,599,720.96 -43.66

主要是本期收到销售、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和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001,975.57 -74,870,246.75 60.28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项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9,153,625.60 39,554,469.75 454.06 本期发行11250万新股，增加筹资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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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秉宏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股票代码：

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

2017-018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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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号-水的生产与供应》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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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17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售及收入实现情况

(一) 污水处理业务：

项 目 2017年1-3月 本年累计数

销售收入（不含税）（元） 71,720,538.90 71,720,538.90

销售量（万立方米） 6,912.15 6,912.15

生产量（万立方米） 5,251.18 5,251.18

均价（不含税）（元/立方米） 1.04 1.04

(二) 垃圾渗沥液处理业务：

项 目 2017年1-3月 本年累计数

销售收入（不含税）（元） 13,653,179.49 13,653,179.49

销售量（万立方米） 19.22 19.22

生产量（万立方米） 19.22 19.22

均价（不含税）（元/立方米） 71.04 71.04

二、 提示

以上主要经营数据系公司内部统计，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

全检查等），公司所公告的主要经营数据在季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可能与相关

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最终数据以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

等数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

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

2017-017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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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

21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上午9时在福州市晋安区

鼓山镇洋里路1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秉宏先生召集并主

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董事汪璟、傅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现

场表决，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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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1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绩效与奖励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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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应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佩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贺佩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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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186,960.43 1,533,115,817.17 5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65,240,296.21 745,934,263.95 10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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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04,698.97 -28,299,519.78 -12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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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541,057.60 327,621,272.83 5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267,164.34 40,601,365.67 -1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725,245.01 39,994,685.90 -13.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62 6.57 减少1.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05 0.2654 -13.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05 0.265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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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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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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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97.74

合计 541,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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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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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应宏 64,999,500 31.86 64,999,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应举 37,485,000 18.38 37,48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慧娟 23,740,500 11.64 23,740,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香亭 8,925,000 4.38 8,9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兰翠梅 6,375,000 3.13 6,37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孝友 3,825,000 1.88 3,8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家忠 3,825,000 1.88 3,8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邓德彪 3,825,000 1.88 3,8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87,626 0.04 87,626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恒 79,300 0.04 7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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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87,626 人民币普通股 87,626

王恒 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79,3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437 人民币普通股 3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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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0 人民币普通股 2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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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8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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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2 人民币普通股 1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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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2 人民币普通股 19,012

李志鹏 18,522 人民币普通股 18,522

陈雄胜 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

邵娟娣 11,305 人民币普通股 11,3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吴应宏、朱慧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应举与吴

应宏系兄弟关系，冯香亭与兰翠梅系夫妻关系，邓德彪为吴应宏的三姐夫，

张家忠为吴应宏的二姐夫。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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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64,487,380.29 49,420,619.47 1446.90

公司于2017年3月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应收票据 124,266,230.21 83,118,275.00 49.51

销售收回的银行承兑汇票

较年初增加

应收账款 184,537,736.32 128,152,954.69 44.00

本季度销售增长使得应收

账款余额有所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5,470,651.48 16,932,690.81 -67.69

上市费用及增值税借方余

额重分类较年初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380,650.03 21,459,025.23 120.80

公司非流动资产预付款项

增加

其他应付款 7,139,410.17 2,885,133.53 147.46

公司收到的工程项目招标

保证金及应付的厂房租金

等增加

股本 204,000,000.00 153,000,000.00 33.33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

加股本

资本公积 796,637,862.40 63,598,994.48 1152.60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股本溢价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01,541,057.60 327,621,272.83 53.09

2017年一季度芜湖常瑞市

场份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公

司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收入

增加

营业成本 393,601,749.48 222,510,070.28 76.89

销售量增长及钢材市场价

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上涨使

得当期成本同比上升

税金及附加 4,743,042.67 1,734,524.94 173.45

2016年执行《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将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等计入本科目核算

销售费用 11,893,844.79 7,844,995.89 51.61

销售增长，职工薪酬及运输

装卸费等费用增加

营业外支出 2,050.00 11,188.59 -81.33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较上年

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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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应宏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768

证券简称

:

常青股份 编号

:2017-012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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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吴应宏先生召集。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周文俊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已达退休年龄，周文俊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公司董事会对周文俊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地感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14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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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7�年4月 7�日、2017�年 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3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负责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上述资金可滚动使

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4月 8�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 根

据上述决议，现就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2017�年 4�月 26�日，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签订了《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添金增利”系

列保本保证收益型人民币机构理财产品协议书》，具体理财产品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添金增利”系列保本保证收益型人民币机构理财产品

2、销售编号：201702018D

3、募集期：2017年4月26日-5月1日

4、成立日（起息日）：2017年5月2日

5、到期日：2017年6月29日

6、兑付日：2017年6月30日

7、投资期限：58天

8、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9、年化参考净收益率：3.90%

10、募集规模：16000万元

11、币种：人民币

12、产品风险评级：极低风险产品

13、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4、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2017�年 4�月 2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84天”理财产品协议》，具体理财产

品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84天

2、产品代码：2171171505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募集规模：40000万元

5、投资及收益币：人民币

6、募集期：2017年4月26日-2017年4月26日17:30

7、产品成立日：2017年4月27日

8、产品到期日：2017年7月20日

9、投资期限：84天

10、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11、产品风险评级：极低风险产品

12、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2017�年 4�月 27�日，公司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网上银行申购了“蕴通财富?日增利”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具体

理财产品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 B款

2、产品代码：0191120102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认购规模：3000万元

5、投资及收益币：人民币

6、产品成立日：2012年6月15日

7、产品到期日：持续运作

8、产品开放期：2012年6月18日起至产品提前终止日

9、预期年化收益率：2.30%

10、产品风险评级：极低风险产品

11、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本着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

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在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

效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 通过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了现金管理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59,000万元。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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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股份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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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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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7年4月27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和英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7日

公司代码：

603768

公司简称：常青股份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828

公司简称：柯利达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817

公司简称：海峡环保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