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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32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

2017-068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933

公司简称：永辉超市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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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轩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明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祥福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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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4,010,330.43 29,438,214,640.20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463,491,704.46 19,198,549,350.1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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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165,201.91 2,370,853,696.62 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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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7,846,576.38 37,015,263,851.02 1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2,391,490.66 815,486,769.49 7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70,913,086.32 811,282,265.02 6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23 6.21 增加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10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1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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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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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962.36 -15,258,6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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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8,113.27 19,546,5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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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6,095.57 35,805,6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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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8,194.96 -12,160,5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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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721.75 -30,060.01

所得税影响额 -517,741.85 -6,424,606.24

合计 3,044,031.42 21,478,4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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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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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有限公司 1,913,135,376 19.99 1,913,135,376 无 境外法人

张轩松

1,804,179,

648

18.85 191,409,242 质押

1,058,490,

000

境内自然人

张轩宁 991,748,320 10.36 质押 466,000,000 境内自然人

江苏京东邦能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78,523,106 5.00 478,523,10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圆周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478,523,104 5.00 478,523,10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郑文宝 182,576,880 1.91 质押 37,450,000 境内自然人

叶兴针 182,576,880 1.91 无 境内自然人

谢香镇 182,576,880 1.91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七组合

81,511,373 0.85 无 未知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

78,227,968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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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轩松 1,612,770,406 人民币普通股 1,612,770,406

张轩宁 991,748,320 人民币普通股 991,748,320

郑文宝 182,57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76,880

叶兴针 182,57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76,880

谢香镇 182,57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76,88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81,511,373 人民币普通股 81,511,37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8,227,968 人民币普通股 78,227,968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65,210,162 人民币普通股 65,210,16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6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 红－ 团 体 分 红 －

018L－FH001沪

61,624,454 人民币普通股 61,624,4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和张轩宁属于一致行动人。 张轩松与张轩宁为兄弟关系，

郑文宝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表兄；谢香镇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妹夫。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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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万元）

年初余额

（万元）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86,707.63 48,690.47 78.08

主要原因系本期加大发展保理业务增加保理

放款额。

应收利息 3,965.38 274.00 1,347.23 主要原因系募集的资金存款利息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520,

456.00

249,589.71 108.52 主要原因系增加购买结构性存款。

发放贷款及垫款 24,870.40 -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新设立的小贷公司对外发

放贷款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26.15 1,000.00 72.62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新增对康御的投资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06,

318.56

197,584.06 55.03

主要原因系对达曼以及星源牧业投资，及追加

对中百的投资。

短期借款 1,659.23 - 100.00 主要原因系增加对达曼的投资借款。

应付利息 147.90 - 100.00 主要原因系新增短期借款利息支出。

应付股利 - 4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上期支付少数股东分红款。

少数股东权益 45,783.87 4,284.77 968.52

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云创与湖北中百吸收

少数股东投资。

管理费用

126,

835.08

85,501.58 48.34 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员工工资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1,

958.36

-3,145.85 280.13

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与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16.50 809.18 -73.24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前三季度加快对部分大客

户的对账回款。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35.85 -1,450.97 143.69

主要原因前期购买的基金赎回公允价值损益

结转到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7,736.96 -7,594.84 -201.87

主要原因基金赎回及部分联营企业盈利情况

转好。

所得税费用 33,478.61 23,595.94 41.88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年经营利润增加导致税费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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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轩松

日期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7-3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 会议由张轩松

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

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报告从重大事项及2017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等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2017年度第

三季度的经营运行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报出上述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补充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关义霖（Graham� Denis� Allan）先生因离开其提名股东牛奶有限公司而向公司

董事会提交了辞呈，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有鉴于此并根据牛奶有限公司提名，同意补充提名麦殷（Ian� James� Winward� McLeod）先生（简历

附后）成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候选人简历

麦殷（Ian� James� Winward� McLeod），男，1958年出生，英国国籍。

2017年9月起担任牛奶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 拥有逾三十年零售业经验。 1981年初加入阿斯达超市

（Asda，即后为沃尔玛收购)，先后于英国及德国工作二十年；后转投哈福德集团（Halfords），并于2005年出

任行政总裁；2008年移居澳洲，担任科尔斯（Coles）常务董事。在加入牛奶公司前两年，曾任美国第五大连锁

超市东南零售（Southeastern� Grocers）行政总裁。

1999年于哈佛商学院修读高级管理课程，并于2010年获其出生地苏格兰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以表扬其对

商业与零售业的贡献。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门店业态调整及关闭的议案

公司同意调整5家门店经营业态及关闭3家门店，具体如下：

1、门店业态调整

(1)�将公司福州天嘉超市由绿标店调整为会员店。 该店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

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24.31万元左右。

(2)�将此前决议关闭的福州省府店由绿标店调整为超级物种，该超级物种店已于2017年8月25日开业。

(3)�将重庆锦橙路店（178平方米）、兴茂店（460平方米）、洋河中路店（424平方米）由优选店调整为会

员店。 上述门店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126.44万元左右。

2、关闭门店

(1)�子公司松原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镜湖公园店，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镜湖路(锦江大街)镜湖公园，租

赁面积9970平方米。 该店培育潜力不大，同意对该店终止营业并注销。 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

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966.51万元左右。

(2)�重庆优选店东原店（325平方米）、望海花市店（569平方米）因业态培育潜力不大，同意终止营业并

注销。该店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125.70

万元左右。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一点三十分整在公司左海三楼会议室3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

方式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题如下：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7-39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

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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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零售》规定，公司披露2017年第三季度

（即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吉林、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贵州、四川、陕西等区域新开

33家门店（不含超级物种店4家、生活店51家）；在吉林关店1家，重庆关店（均为优选店）2家。 详见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数据。

二、门店项目签约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黑龙江、北京、湖北、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山西、四川、贵州等区域新签约门店

48家（不含超级物种店3家、生活店82家）。 详见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数据。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大区 经营业态 主营收入

同比变动

（%）

毛利率（%） 同比变动

福建大区 连锁超市 9,691,007,397.27 6.78 17.32 增加0.13个百分点

华西大区 连锁超市 14,738,669,318.20 14.99 16.94 减少0.43个百分点

北京大区 连锁超市 6,486,947,698.42 14.03 15.47 增加0.29个百分点

安徽大区 连锁超市 2,693,347,611.05 21.26 15.72 减少0.24个百分点

华东大区 连锁超市 4,886,242,276.62 45.06 15.21 增加0.35个百分点

河南大区 连锁超市 1,414,538,717.00 18.44 14.16 减少0.51个百分点

东北大区 连锁超市 769,980,158.30 -2.37 12.74 增加0.86个百分点

合计 40,680,733,176.86 15.72 16.33 减少0.09个百分点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7-4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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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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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二)�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1月21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光荣路5号院永辉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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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至2017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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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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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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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补充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参见 2017� 年10月31日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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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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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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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33 永辉超市 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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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登记时间：2017年11月14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二)�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光荣路5号院左海总部前台

(三)�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

系方式见后）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注：如通过电子邮件办理登记，请提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联系方式见后）方视为

登记成功。 参会时请携带上述规定的登记文件交与会务人员查验或备案。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凭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登记文件

原件入场。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为期半日，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菲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光荣路5号院

联系电话：0591-83762200

电子邮箱：bod.yh@yonghui.cn

邮编：350002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1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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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补充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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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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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雅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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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494,443.47 2,356,194,478.84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412,182,877.62 1,541,622,053.58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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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41,365.26 -6.59% 475,437,035.29 3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39,559,416.91 27.92% -87,432,105.63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元）

-41,099,437.01 26.66% -89,045,003.02 1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51,454,419.44 27.96% -121,121,619.24 1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30.77% -0.2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30.77%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1.01% -5.91%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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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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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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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057.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7,672.87

合计 1,612,89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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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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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 三和

股权投 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37.28% 161,338,702 0 质押 150,900,000

招商财 富－

招商银 行－

晟融1号专项

资产管理 计

划

其他 4.22% 18,256,578 0

HEDDING-

TON�LTD.

境外法人 2.36% 10,200,000 0

第一创 业证

券－国 信证

券－共盈 大

岩量化定 增

集合资产 管

理计划

其他 0.76% 3,306,205 0

财通基 金－

工商银 行－

国海证券 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1% 2,631,579 0

诺安基 金－

工商银 行－

诺安定增 稳

利6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37% 1,587,882 0

叶新林 境内自然人 0.35% 1,500,000 0

财通基 金－

建设银 行－

富春定增929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30% 1,315,789 0

财通基 金－

工商银 行－

蜜蜂定增9号

资产管理 计

划

其他 0.30% 1,315,789 0

王雄 境外自然人 0.28% 1,214,9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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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1,338,702

人民币 普通

股

161,338,702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晟融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8,256,578

人民币 普通

股

18,256,578

HEDDINGTON�LTD. 10,20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0,200,000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3,306,205

人民币 普通

股

3,306,205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31,579

人民币 普通

股

2,631,579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

定增稳利6号资产管理计划

1,587,882

人民币 普通

股

1,587,882

叶新林 1,50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500,000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富春

定增929号资产管理计划

1,315,789

人民币 普通

股

1,315,78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蜜蜂

定增9号资产管理计划

1,315,789

人民币 普通

股

1,315,789

王雄 1,214,907

人民币 普通

股

1,214,9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建设银行－富春定增929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蜜

蜂定增9号资产管理计划均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分别由不

同的基金经理或投资经理管理，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旗

下投资组合投资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说

明》，上述三只产品相互独立，彼此不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余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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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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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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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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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撤

回相关申请材料的议案》。 鉴于近期经济环境、监管要求等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融资环境、融资时机以及公司经营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终止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报文件。

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公司拟变更“产品体验营销门店及客户服务中心” 项目以及“移动互联网＋健康管理云平台” 项目中

的“平台营销推广费用” 的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38,741.23�万元及其利息用途，用于偿还收购 eDevice� 公司

100%股权的部分银行借款和支付收购 eDevice100%股权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终止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并撤回相关申请材料

2017年08月17日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

撤 回 相 关 申 请 材 料 的 公 告 》

（2017-050）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2017年10月14日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公告》（201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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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7年度净利润（万元） -15,000 至 -13,000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449.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将继续围绕“以可穿戴设备及智能硬件为入口进

入移动医疗和健康大数据领域， 进而围绕用户建立健康生态系

统” 的战略，构建软硬件一体化创新服务模式，前次募投项目也

将继续逐步建设。 公司向移动医疗转型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需要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在B2B和B2C方面均取

得了不错的进展。 目前，公司已经与国内外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在

软硬件设备、云平台、数据分析处理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合作，服务

于慢性病患者。 在产品创新方面，2017年9月15日，公司和小米公

司共同推出米家iHealth体温计，五分钟四千只一售而空，真正做

到了极致性价比。发布以来零差评，引发抢购热潮,。 为满足市场

需求，公司正积极提高产能。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投资了华来科

技，持有其20%股权。华来科技是家用智能摄像头领域的黑马，为

用户提供更酷更好玩的摄像头产品和服务。 截止到9月底，今年

已售出超过百万台产品，已经获得小米公司的投资，成为小米生

态链企业，潜在发展空间很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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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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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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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毅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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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7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毅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的董事7名，全体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刊登于2017年10月3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7年10月31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马雅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

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邬彤先生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

10月3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公告》（2017-067）。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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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辞职及聘任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30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马雅杰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马雅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马雅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雅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马雅杰先生的辞职不

会影响公司依法规范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马雅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期间

勤勉尽责，在公司治理、公司战略规划布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马雅杰先生在担任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认为邬彤先生诚实守信、勤勉务实，具有丰富的专

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对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任职资格的要求。 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况，也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聘任邬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邬彤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邬彤先生的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事项的独立意见》。

邬彤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件：

邬彤，198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2009年10月毕业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获金融

（并购类）专业硕士学位；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在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融资管理部负责投融资工

作。 2012年7月至今，担任iHealthLabs� Europe� SARL（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董事及财

务总监。

邬彤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邬彤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2-87611660-8220

传真：022-87612379

邮箱：ir@jiuan.com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工业园雅安道金平路3号

邮编：3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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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0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

2、召开时间： 2017年10月3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0月30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0月30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0月29日15:00�至2017年10月30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三号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刘毅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4人， 代表股份171,872,55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7112％。

2、现场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 代表股份171,862,85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70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2％。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533,8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33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2％。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872,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33,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赵世焰律师、韩娅君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