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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813

公司简称：原尚股份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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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余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运兰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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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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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645,581.34 477,087,879.55 4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1,512,232.28 322,937,434.08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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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2,536.02 35,739,491.27 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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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33,237.43 240,159,198.03 1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49,869.00 24,184,909.50 5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027,754.94 23,847,057.29 3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0 8.24 增加2.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37 54.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37 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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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73 -203,6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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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2,602.32 6,581,502.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3,962.26 559,5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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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8.52 -63,6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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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114.62 -951,653.13

合计 3,264,663.71 5,922,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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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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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原尚投资有限

公司

41,460,000 46.97 41,46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余丰 13,470,000 15.26 13,470,000 无 0 境外自然人

广州中之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3,000,000 3.40 3,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博汇源创业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2,670,000 3.02 2,670,000 无 0 其他

陈珊 2,400,000 2.72 2,400,000 无 0 境外自然人

上海炫耀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00,000 2.27 2,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禾雍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200,000 1.36 1,2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袁东 97,707 0.11 0 未知 未知 未知

王斌杰 70,927 0.08 0 未知 未知 未知

张海亮 62,200 0.07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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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东 97,707 人民币普通股 97,707

王斌杰 70,927 人民币普通股 70,927

张海亮 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00

杜琴娣 51,689 人民币普通股 51,689

徐望 39,542 人民币普通股 39,542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919 人民币普通股 38,919

任泓宇 37,541 人民币普通股 37,541

黄宁 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00

孙忠 26,541 人民币普通股 26,541

赖文河 13,646 人民币普通股 13,6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公司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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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解释

货币资金 242,981,315.93 26,205,357.45 827.22% 系公司上市募集款所致

预付款项 6,534,964.87 4,889,158.86 33.66%

系公司车辆增加， 购买车辆保险

费增加； 以及长沙子公司预付仓

库租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915,391.03 13,341,777.45 41.78%

系合肥子公司增加对合肥建工的

借款所致

在建工程 79,305,976.77 52,438,286.33 51.24%

系重庆子公司物流基地开工建设

所致

预收款项 305,095.15 98,186.20 210.73%

系上海子公司预收仓储费增加所

致

其他应付款 21,596,406.42 5,018,653.62 330.32% 系公司上市发行费用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937,619.08 5,522,100.00 279.16% 系一年内偿还的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28,963,968.20 46,790,000.00 -38.10% 系公司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本) 88,270,000.00 66,200,000.00 33.34% 系上市首发A股增资所致

资本公积 232,230,850.61 63,950,348.16 263.14%

系上市首发A股产生股本溢价所

致

利润表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解释

税金及附加 3,070,461.44 1,024,445.49 199.72%

根据财政部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

定》(财会〔2016〕22号)以及《关

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

问题的解读》，本公司将2016年5

月以后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和

印花税的发生额列报于 “税金及

附加” 项目，2016年5月之前的发

生额仍列报于“管理费用”项目。

其他收益 2,068,900.00 - -

系公司按 “自2017年6月12日起

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

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调整所致

营业外收入 4,640,466.93 469,539.02 888.30%

系公司收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和

知识产权局2016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通过奖励资金及子公司收到优

惠扶持发展资金补贴所致

所得税费用 6,713,129.76 9,553,620.88 -29.73%

系由于母公司2016年11月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2016年1-9月

按 25%税率计提所得税费用，

2017年1-9月按照15%税率计提

所得税费用； 以及2017年子公司

美穗茂扭亏为盈， 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所致。

现金流量表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解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3,002,536.02 35,739,491.27 76.28%

系业务扩大、 收到汇算清缴退税

及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3,007,777.20 5,288,434.23 3738.71% 系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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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军

日期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1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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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如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0月20日以

书面通知等方式发出送达，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董事长余军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总经理及部分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

约定存款或者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项董事会议案自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并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理专业理财机构、确定投资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

就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报备文件。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的公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3、审议通过了《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就业务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有资金，增加资产收

益，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公司及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 （含

65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保本型、稳健型，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

产品，上述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项董事会议案自董事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

就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议案

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议案需

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议案

需提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议案需提

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修订后）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本议案需提

交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制定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下午15:00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创业大道12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原尚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

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联络人员：姓名：李运 钟情思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创业大道128号

电话：020-26220769

传真：32066833

《关于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通知公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

三、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3、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5、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6、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7、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8、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9、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10、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1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12、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1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尚股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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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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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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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者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且议案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447号）文件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7万股，发行价为10.17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22,445.19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3,410.14万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035.05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7年9月12日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天健验〔2017〕7-77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2、 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对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以增加股东和公司的投资收益。

3、 投资品种

为低风险、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者理财产品。

4、 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5、 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并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理专业理财机构、明确投资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保本型投资产品时，由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虽然上述投资范围属于低风险投资

品种，但不排除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为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

以下措施：

1、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有能

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机构。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不能用于质押。

2、 建立投资台账，及时跟踪、分析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可能出现不利因

素，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各项理财品的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应对具体投资情况进行审计，并

向审计委员会进行报告。

4、 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门机构进行审计。

5、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授权下的具体投资情况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

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专项意见说明

1、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900

万元（含49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约定存款或

者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议案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率；公司使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决定。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原尚股份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履行了法定

的必要审批和决策程序，有利于充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提供公司业绩水平。

七、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尚股份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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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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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业务发展的需要，为充分利

用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有或闲置资金，增加资产收益，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公

司及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含65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

好、保本型、稳健型，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议案自公司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

述理财事项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一、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充分利用公司及其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增加资产收益。

（二）投资额度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公司及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 （含

65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保本型、稳健型，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

产品，上述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

投资品种应当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

（四）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公司对该部分资金有支配使用权。

（五）投资决议有效期

上述投资决议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投资决策及实施

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并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合

同，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理专业理财机构、明确投资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保本型投资产品时，由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虽然上述投资范围属于低风险投资

品种，但不排除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为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

以下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有能

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机构。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不能用于质押。

2、建立投资台账，及时跟踪、分析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可能出现不利因素，

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各项理财品的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应对具体投资情况进行审计，并

向审计委员会进行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门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授权下的具体投资情况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投资，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

股东获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四、审议程序及合规性

本次《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对上述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的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民生证券（保荐机

构）发表的核查意见均为明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有效，符合监管要求。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在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或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增

加资金使用效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申请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

（含65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授权的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并将该事项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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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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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如适用)：

●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0月20日以

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9：00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创业大道

12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詹苏香女

士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

约定存款或者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议案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

就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报备文件。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的公告》全文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三、报备文件

1、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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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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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创业大道12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801,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61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董事朱滔先生因故请假，无法到场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00,100 99.9984 900 0.0016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00,100 99.9984 900 0.0016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其中特别议案1、议案2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剑发律师、邓传远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所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原尚股份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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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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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47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207万

股，公司总股本由6620万股增至8827万股，注册资本由6620万元增至8827万元，并于2017年9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结合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对上市后适用

的《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5人时；

…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

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5人或不足本章程所定人数的2/3时；

…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

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

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秘书在董事会审议其受聘议案前，

应当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第一百三十九条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

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

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

定。

第一百五十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第一百五十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起诉讼；

…

第二百〇二条本章程所称“以上” 、“以下” ，都含本

数；“低于” 、“多于”不含本数。

第二百〇二条本章程所称“以上” 、“内” 、“足”都含本数；“超

过” 、“过半数” 、“低于” 、“多于”不含本数。

除上述条款外，原《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负责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前述事项变更所

需所有相关手续， 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人员按照工商登记机关或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

对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必要的调整。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

为准。

本次《关于修订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本议案尚

须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事项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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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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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志成 董事长 病假 方旭升

王悦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宗士才

公司负责人陈志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海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雪芳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40,528,737.55 799,581,938.63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2,008,512.36 710,252,467.88 -3.9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336,408.68 -37.91%

201,216,

619.38

-4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006,504.63 -290.75%

-20,064,

231.09

-2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5,802,943.38 -159.01%

-24,108,

648.78

-33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074,295.98 12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6 -292.31% -0.0246 -22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6 -292.31% -0.0246 -22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2.67% -2.88% -5.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1,467.67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70,164.71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7,679.45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8.80 -

合计 4,044,417.69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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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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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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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8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92%

211,692,

576

211,692,576

质押

211,442,

176

冻结

211,692,

576

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9% 40,777,984 3,115,248

重庆国投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利盈一号私募基金

其他 4.93% 40,261,901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2,230,400

邵蕙 境内自然人 1.22% 10,000,000

刘淑芳 境内自然人 0.98% 7,978,600

蔚文燕 境内自然人 0.71% 5,820,000

王彩霞 境内自然人 0.37% 3,021,23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盈瑞

2016－9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32% 2,609,500

陈志成 境内自然人 0.27% 2,203,000 1,652,250

质押 671,261

冻结 2,203,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重庆国投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利盈一号私募基金 40,261,901 人民币普通股

40,261,

901

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7,662,736 人民币普通股

37,662,

736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30,

400

邵蕙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

000

刘淑芳 7,978,600 人民币普通股 7,978,600

蔚文燕 5,8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20,000

王彩霞 3,021,231 人民币普通股 3,021,23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盈瑞2016－9号单一资金信

托

2,6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9,500

侯殿江 1,813,322 人民币普通股 1,813,322

林婵燕 1,47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志成系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属一

致行动人； 陈志成及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在其他股东之

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 股东刘淑芳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7,978,600股，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0.98%。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率 变动幅度超过30%说明

货币资金

23,712,

029.58

84,263,

440.83

-60,551,

411.25

-71.86% 主要系货款支付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09,407.91 - 609,407.91 - 主要系办公房装修支出

长期待摊费用 515,969.85 3,163,946.05

-2,647,

976.20

-83.69% 主要系房屋装修摊销影响所致

应付账款

35,724,

569.21

62,500,

836.47

-26,776,

267.26

-42.84% 主要系支付货款、工程款所致

应交税费 1,399,127.93 3,390,575.63

-1,991,

447.70

-58.73%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及个税所

致

递延收益 481,906.56 4,349,767.27

-3,867,

860.71

-88.92%

主要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摊销影响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367,034.88

14,546,

759.31

-8,179,

724.43

-56.23% 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376,

020.64

-2,460,

623.46

-915,397.18 -37.20%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亏损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率 变动幅度超过30%说明

营业收入

201,216,

619.38

374,909,

186.32

-173,692,

566.94

-46.33% 主要系贸易类及服务类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21,406,

442.99

259,875,

482.40

-138,469,

039.41

-53.28% 主要系贸易类成本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568,137.10 318,444.66 249,692.44 78.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值税附加增加及按规

定印花税等从管理费用调整至本科目核

算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16,747.59 6,316,409.79

-2,199,

662.20

-34.82%

主要系应收账款回款， 坏账计提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194,383.44 2,164,445.87 -970,062.43 -44.82% 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7,615,358.16

-3,795,

884.81

11,411,

242.97

300.62%

主要系汇率变动导致的汇率损失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4,084,368.28 7,396,910.63

-3,312,

542.35

-44.78%

主要系部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摊销

减少影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0,063,

974.89

16,698,

998.88

-36,762,

973.77

-220.15% 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率 变动幅度超过30%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074,

295.98

-53,052,

019.23

67,126,

315.21

126.53%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61,500,

321.70

-61,500,

321.70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筹资活动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524,

066.45

120,152.92

-1,644,

219.37

-1368.

44%

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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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调查事项

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字2016005号），因公司相关行为

涉嫌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上述立案调查仍在进行过程中，公司尚未收到相关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立案调查事项

2016年10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年11月15日

2016年12月14日

2017年01月14日

2017年02月14日

2017年03月14日

2017年04月14日

2017年05月13日

2017年06月13日

2017年07月13日

2017年08月12日

2017年09月12日

2017年10月12日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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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成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

2017-071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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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

10月17日以邮件、短信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长陈志成先生因病

授权委托董事方旭升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进行表决，独立董事王悦女士因工作原因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宗

士才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进行表决，其他董事均亲自参会表决，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王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

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董事陈炎表先生、董事史浩樑先生认为：公司对应收账款催收不力，因此放弃行使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2票，通过本议案。

二、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公告编号：

2017-072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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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

10月17日以邮件、短信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长周佐

益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均参会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

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相关规定要求，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阅，

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二、备查文件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