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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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德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仁健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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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5,197,079.93 3,100,809,671.72 4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0,330,208.81 1,395,342,715.06 1.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325,347.05 -483,722,559.6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123,784,728.39 2,881,914,844.07 4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09,993.75 60,906,241.96 1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965,425.28 59,003,628.48 2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4.50 增加0.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3 0.2029 14.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33 0.2029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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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15,183.28 -1,028,4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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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7,580.50 -1,167,451.41

所得税影响额 263,509.20 169,439.98

合计 -1,489,254.58 -955,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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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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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562,500 51.16 153,562,500 质押 66,1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珍慧 21,656,250 7.22 21,656,250 质押 21,656,250 境内自然人

陈德松 21,656,250 7.22 21,656,250 质押 13,10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144,700 2.38 0 无 未知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990,000 1.00 0 无 未知

王丽娟 2,276,900 0.76 0 无 未知

朱亚新 1,940,000 0.65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1,703,936 0.57 0 无 未知

王育斐 1,341,534 0.45 0 无 未知

顾桂泉 967,100 0.32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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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7,1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7,144,700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0,000

王丽娟 2,2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6,900

朱亚新 1,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000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

金

1,703,936 人民币普通股 1,703,936

王育斐 1,341,534 人民币普通股 1,341,534

顾桂泉 9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967,100

杨毅 964,700 人民币普通股 964,700

陈燕 9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941,100

徐根生 928,450 人民币普通股 928,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德松和江珍慧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中新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德松和江珍慧分别持有其55%和45%；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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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

31日

增减

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251,166,712.585 461,987,412.78 -45.63%

前期募投到的资金本期投入募投项

目所致

应收账款 1,668,339,152.67 1,121,813,981.29 48.72%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应收账款同时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69,177,206.97 46,055,168.51 484.47%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 募投项目设备

款等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7,185,758.86 24,302,446.25 53.01%

主要系本期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

致

存货 1,462,593,056.38 764,337,163.88 91.35%

主要系本期订单大幅增长， 增加原

材料备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8,200,206.04 1,911,673.06 1,375.16% 主要系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16,502,048.00 25,005,104.00 -34.01%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长期应收款项

所致

固定资产 345,160,674.14 236,016,761.17 46.24%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1,248,893.77 17,767,045.41 244.73%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631,067,099.68 818,573,381.92 99.26%

主要系订单增加导致资金需求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261,093,740.24 147,709,641.58 76.76%

主要系原材料采购的付款方式采取

承兑汇票的形式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036,516,839.85 701,108,620.07 47.84%

主要系本期订单量增加及货款结算

期未到所致

预收款项 83,991,585.45 12,207,518.89 588.03%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0,928.54 5,679,362.35 -98.22%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期年终奖所致

其他应付款 2,664,506.74 4,856,626.61 -45.14%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的其他应付

款项所致

（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4,123,784,728.39 2,881,914,844.07 43.09% 主要系本期订单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811,323,808.14 2,653,360,879.50 43.64% 主要系本期销售出货量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732,257.59 47,193.71 24,759.79%

主要系本期出口免抵税金增加以

及本科目核算内容变更所致

销售费用 81,292,960.06 54,340,036.69 49.60%

主要系本期订单量增加以及自主

品牌推广费和渠道建设费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69,910,761.34 52,554,035.59 33.03%

主要系本期新产品研发投入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37,848,799.63 18,653,113.42 102.91%

主要系：1、本期银行手续费及利息

费同比增加；2、汇兑收益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1,013,284.71 2,546,575.76 -60.21%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款收入重分

类到其他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024,309.47 8,909,135.01 91.09%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得税费用

同时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

比例

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3,149,907,363.71 1,923,274,291.26 63.78%

主要系销售额增加，销售回款

额同比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69,549,618.26 194,806,307.03 38.37%

主要系本期收回银行承兑保

证金同比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3,810,070,158.05 2,273,060,345.84 67.62%

主要系本期订单大幅增长，增

加原材料备货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62,917,812.18 107,189,802.42 51.99%

主要系本期生产规模扩大，员

工人员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099,315.76 18,857,629.32 133.85%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增值税费

及出口免抵税金对应的附加

税费同比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2,000.00 39,286,800.00 -99.97%

主要系上期收回土地收储的

余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241,300.00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收回暂借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182,064,182.80 24,968,818.41 629.17%

主要系本期募投资金投入购

买固定资产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355,863,165.37 2,110,513,361.67 59.01%

主要系本期订单增加，资金需

求同时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2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收回质押的定期

存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8,669,200.00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支付上市发行费

用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5,829,366.75 2,942,862.96 -298.08%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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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德松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96

公司简称：中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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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 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 钧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纪行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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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52,516,229.72 34,936,772,177.75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86,496,058.63 9,102,958,327.96 3.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9,014,494.84 3,361,252,497.87 -134.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60,722,149.38 3,722,091,424.96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751,635.94 310,373,196.16 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36,243,054.57 281,454,958.56 1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3.55 0.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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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654.06 14,0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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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8,000.00 17,806,624.9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000,000.00 2,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3,692.64 415,735.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6,991.27 -1,142,239.33

所得税影响额 -786,035.86 -1,585,608.19

合计 4,631,319.57 17,508,5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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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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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896,435,864 48.6 0 无 境外法人

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11,779,879 6.06 111,779,879 无 国有法人

上银基金－浦发银

行－上海国盛（集

团）有限公司

75,271,998 4.08 75,271,998 无 其他

君证（上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908,443 3.63 66,908,443 无 其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6,608,105 3.61 58,712,159 无 其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50,181,332 2.72 50,181,332 无

国有法

人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7,170,455 2.56 47,170,455 无 其他

曹文龙 26,156,491 1.42 26,156,491 质押 24,950,000

境内自

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4,616,150 1.33 0 无

国有法

人

上海上实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1,853,660 0.64 0 无

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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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896,435,864 人民币普通股 896,435,8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4,616,150 人民币普通股 24,616,150

上海上实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1,853,660 人民币普通股 11,853,660

上实置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0,464,216 人民币普通股 10,464,2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9,116,637 人民币普通股 9,116,63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95,946 人民币普通股 7,895,946

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5,652,485 人民币普通股 5,652,48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2,126 人民币普通股 4,132,12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3,899,918 人民币普通股 3,899,918

郑爱丽 3,848,245 人民币普通股 3,848,2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上实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实置业集团（上海）有

限公司、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均为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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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30 2016.12.31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6,921,657,503.39 10,022,932,381.59 -30.94% 支付土地款及购买结构性存款等所致

预付款项 506,597,784.80 56,448,052.74 797.46% 预付工程施工类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16,654,123.52 299,114,102.42 139.59% 预收款增加导致预缴税费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09,340,382.80 167,629,372.22 203.85% 应付工程施工类的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051,377,248.46 1,664,863,936.74 -36.85% 支付应付工程款所致

应交税费 540,584,758.21 913,449,419.99 -40.82% 交纳大额土地增值税等所致

应付利息 59,471,525.28 92,911,467.06 -35.99% 支付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的利息所致

项目 2017.1-9 2016.1-9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25,459,817.28 -17,382,408.04 -46.47% 存货跌价准备大额转出所致

投资收益 -32,975,596.48 -11,845,498.69 -178.38% 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当期亏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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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完成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的董、监事增

补工作， 并完成新任董事长及监事长的选举工作。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7-10、2017-11、2017-14、2017-15、2017-16、2017-17 及

2017-18。

2. � 2017年上半年， 公司收购上海懿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的上海瑞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83.33%股权事项以

及公司收购上海竑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

海嘉荟房地产有限公司60%股权事项（详见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

告）均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3.� 2017年上半年，公司全资孙公司哈尔滨上实城市发展有限公

司及上海实伦实业有限公司均完成工商注销登记工作。

4.�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通过竞买方式竞得江苏省苏州市 “苏

地2017-WG-10”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成交价格

为219,660万元人民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在苏州市吴中区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上实置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 用于经营开发上述地块项

目。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21。

5.�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召开总裁办公会议，会议同意引进广州

酷窝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窝互联”）作为新股东对

公司参股的上海帷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帷迦科技”）增资，帷

迦科技注册资本将由11686.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5791.8919万元人

民币。 酷窝互联以其持有的广州酷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窝科

技）100%的股权作为出资， 认购帷迦科技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

105.8919万元，超出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酷窝互联持有帷

迦科技26%的股权， 帷迦科技原股东共持有帷迦科技74%的股权，其

中， 公司全资孙子公司上海实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帷迦科技

28.4956%的股权。 该交易已履行国资备案程序，并于2017年8月2日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27。

6.�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召开总裁办公会议，会议同意引进森大

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大厦上海” ）对上海虹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晟公司” ）进行增资，虹晟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人民币1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111.12万元。 森大厦上海以

人民币现金方式支付增资款人民币12808.3134万元， 认购虹晟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11.12万元， 超出的人民币12697.1934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森大厦上海持有虹晟公司10.00%股权，原

股东上海上实北外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盛惠

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持有虹晟公司44.10%及45.90%股权。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于2017年9月25日完成。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7-29。

7. �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董

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以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等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为一年，

可在授权范围内滚动使用。截至2017年10月21日，公司（含合并范围

内的子公司）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等保本型理财

产品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0.0071亿元。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31、

2017-32。

8.� 2016年1月，大理市规划局（以下简称“被告” 或“大理规划

局”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大理上实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

告”或“大理公司” ）向其提出恢复对“洱海庄园” 项目东地块（以下

简称“东地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一事作

出答复，认定东地块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已撤销，并对地块的规划建设经济技术指标和开发用途作出限

定，要求大理公司根据相关程序重新申办审批手续。 大理公司认为，

大理规划局在其复函中所作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 且严重侵犯了大

理公司的合法权益。 据此，大理公司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以下

称“大理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撤销其复函中对东

地块项目的规划建设经济技术指标和开发用途所作限定的决定。 经

审理，大理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云2901行初

3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大理公司对裁定不服，已于

2017年1月3日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大理中院” ） 提起上诉。 经审理， 大理中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

（2017）云29行终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

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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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房地产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公司 1-9月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约38.6亿元人民币， 累计实

现合约销售面积19.5万平方米。

项目建设方面，公司 1-9月在建面积212.9万平方米。

公司 1-9�月出租物业面积约为 34.0万平方米， 出租物业取得

租金收入约2.0亿元人民币。

公司 6-9�月无新增土地储备。

1、 1-9 月 房 地 产 开 发 销 售 情 况

（单位：平方米）

地区 在建面积 新开工面积 竣工面积 合约销售面积

华东

青岛 0 0 0 541

上海 784,234 448,192 0 46,282

湖州 180,212 0 0 2,559

杭州 428,687 0 0 50,930

绍兴 33,000 0 33,211 580

苏州 0 0 0 6515

泉州 628,044 0 0 40724

西南

成都 0 0 0 10736

重庆 74,935 0 71,459 24592

长沙 0 0 0 （41）

2、 1-9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序号 地区 经营业态 出租房地产的建筑面积（平方米） 出租房地产的租金收入（万元）

1 上海

写字楼出租 149,142.20 14,657.24

商铺出租 63,491.53 2,735.62

车库出租 65,289.05 1001.25

厂房出租 40,207.89 606.87

2 成都 商铺出租 769.24 15.83

3 青岛 写字楼出租 15333.81 1,326.00

4 天津 商铺出租 5961.07 37.70

公司名称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 明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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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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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七名，实际参加董事七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书面表决的

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临2017-33）。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登记办法等具体事项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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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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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上海市《关于本市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为了充

分发挥党组织在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领导核心与政治核心作用，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 拟在原《公司章程》“第一章 总则”增加第十二条：“鼓励

创新的容错机制” 相关条款，《公司章程》后续章节、条款相应顺延，

具体内容如下：

第十二条 公司建立鼓励创新的容错机制，在符合法律、法规、政

策和公司制度的前提下，创新项目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

勤勉尽责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不对相关人员做负面评价。董事、总经

理及其他经营班子人员参与经审批的创新项目适用上述容错机制。

二、 拟在原《公司章程》 增加 “第八章 公司党团组织与工

会” ，共九条。《公司章程》原第八章及以后章节、条款相应顺延。具体

内容如下：

第八章 公司党团组织与工会

第一节 党团组织的机构设置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党组织

（以下简称“党委” ）及纪律检查机构（以下简称“纪委” ），围绕企

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党委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发

挥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应当为党委及纪委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

件，包括建立工作机构，配各足够数量的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 党委

和纪委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所需经费纳入公司

预算从管理费中列支。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

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

选举或任命产生。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的领导人员

管理体制。 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依照有关规

定和程序进入党委。

第二节 公司党委和纪委职权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党委负责落实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工作

部署， 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贯彻执行； 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在选人用人中担负领导和把关作用，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

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

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参与企业

重大问题决策，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及涉

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担负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

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领导党风

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党委通过制定议事规则等工作制度，明

确党委议事的原则、范围、组织、执行和监督，形成党组织参与重大问

题决策的体制机制，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 应当事先听

取党组织的意见。 对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

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以及其它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先经党委研

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审议决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党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主体责

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

第三节 工会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根据《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规定，分别设立工会和各级共青

团组织。 公司应当为工会组织和团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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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上海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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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7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活动时间

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下午15:00至17:00。

二、 投资者参与方式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

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

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

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三、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

公司董事兼总裁唐钧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胡文魄先生、财

务总监袁纪行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

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48

公司简称：上实发展

债券代码：

122362

债券简称：

14

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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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36214

债券简称：

14

上实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