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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8-03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2月2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2

月28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9318�

21.4229�

34.2239�

14.4198�

11.7020�

15.2896�

12.2398�

14.1786�

10.6339�

6.3424�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我司不慎遗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 450000002284 证券质

押登记证明原件一份。 登记内容为：福建智恒

达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泰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代码 000732）肆仟肆佰万股（44,

000,000.00 股） 股份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2017 年 12 月 21 日。

该编号质押登记证明书原件作废，特此声明。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2018年 2 月 24 日

遗 失 作 废 声 明

证券代码：

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

2018-001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初审会告知函

有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 2018年2月9日出具了《关

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广东燕塘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

函》 提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详见公司于

2018年2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初审会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333

证券简称：明星电缆 公告编号：临

2018-006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杨德鑫先生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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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杨德鑫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

辞职报告。 杨德鑫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在公司担任的董事职务，辞职后杨德鑫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杨德鑫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杨德鑫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8-012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021,062,331.13 960,349,936.38 6.32%

营业利润 31,944,484.36 85,972,636.05 -62.84%

利润总额 40,996,453.24 88,270,773.18 -5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499,518.37 71,384,509.49 -4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13 -3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4.27% -1.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756,008,774.07 2,574,875,460.57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738,986,884.49 1,702,887,366.12 2.12%

股 本 540,000,000.00 54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22 3.15 2.22%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末资产总额275,600.88�万元, 同比增加7.03%；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02,106.23万元，同比增加6.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49.95万元，同

比减少41.86%。

业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公司生产规模扩大，使得营业收入增加较大；净

利润下降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2018-013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9,899,036.84 379,741,432.55 7.94%

营业利润 10,074,261.88 -40,627,702.24 124.80%

利润总额 9,851,092.80 -41,241,929.10 12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718,668.27 -41,241,929.10 11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10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13.31% 15.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6,629,312.51 309,767,381.09 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97,554,904.99 289,531,844.74 2.77%

股本 400,703,825.00 400,703,82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0.74 0.72 2.7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为8.57%，较上年同期增加了7.18个百分点，主要系2017年下半年

受行业环境影响，行业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市场需求温和增长；另外受环保限产影响，聚酯市

场气氛明显升温，加之上游原料成本上推，下游备货积极性较高，产销持续回升，公司经营状况

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处理老库存冲回前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2）报告期内，因终止资产重组工作，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等重组中介费用较上年同期

减少，导致管理费用同比减少。

2、基本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原因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业绩盈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400万元至8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汪瑞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淑君和会计机构负责人冯淑君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02

月

27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阿尔法

基金主代码 0005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涛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立立、张能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程涛

任职日期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从业年限 1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年

过往从业经历

程涛，博士。 曾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

理，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农银汇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投资部总经理；2013年3月起程

涛同志加入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任公司基金经理、总

经理助理、首席投资官、专户投资总监等职，现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兼投资总监、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

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80001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8月

1日

2015年2

月6日

580009

东吴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3年8月

1日

2015年2

月6日

580002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8月

13日

2015年2

月6日

000531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3月

19日

2015年4

月14日

001322

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6月

21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博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02

月

27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新经济

基金主代码 58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能进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徐嶒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能进

任职日期 2018年02月27日

证券从业年限 10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年

过往从业经历

张能进同志， 硕士，2007年7月至2009年11月就职于东北证

券，任行业研究员，2009年11月加入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直从事投资研究工作，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东

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80006

东吴阿尔法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6年5月

10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02

月

27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嘉禾

基金主代码 580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免任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彭敢、曹松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立立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立立

离任原因 —

离任日期 2018年02月2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2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745,044,537.11 690,973,275.57 7.83%

营业利润 72,212,397.59 68,974,093.42 4.69%

利润总额 72,572,197.33 69,074,544.47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428,433.49 50,578,915.91 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1.01 -6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5% 15.85% -6.9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103,426,175.67 936,088,709.33 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09,118,957.16 569,075,101.97 7.04%

股本 133,340,000.00 66,67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57 8.54 -46.49%

注：上述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的其它事项。 2017年1-12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5,044,537.11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7.83%；营业利润72,212,397.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2,428,433.49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66%；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61.39%，主要系2016年12月发行新股以及2017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影响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1,103,426,175.67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7.88%；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09,118,957.1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4%；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46.49%，主

要系2017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

报告》预计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号：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8-007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835,450,896.87

2,661,404,

147.58

6.54%

营业利润 50,821,611.30 61,906,134.67 -17.91%

利润总额 59,001,883.75 63,439,201.49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29,139.86 33,851,138.51 -1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09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1.49% -0.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3,986,403,630.10

4,457,703,

542.15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11,738,311.36

2,047,656,

592.30

-1.75%

股 本 371,287,000.00 371,287,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42 5.52 -1.8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2,835,450,896.8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4%；营业利

润50,821,611.3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7.91%；利润总额59,001,883.75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6.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929,139.8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59%，

主要原因： 1、一方面，公司加大民爆产品的市场开拓，民爆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公司大

力推进爆破服务业务，致爆破服务收入增加；2、另一方面，民爆器材产品市场竞争加

剧，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区域分布有所改变，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安全运输成本刚性

上涨，公司利润总额有所下降。

2、本报告期内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08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11%。

3、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11,738,311.36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1.75%，主要是因为本公司持有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2000万股，该项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期末市值较期初市值减少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减

少37,950,000.00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0%至1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期业

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25

证券简称：

*ST

松江 公告编号：临

2018-013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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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截至2018年2月26日，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朗科技” ）累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柒亿柒仟万元整。 （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与中建投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建投”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卓朗科技向中建投申请融资金额为人民

币壹亿元整，租赁期限为36个月，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为该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湘潭道1号

法定代表人：詹鹏飞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云计算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通信

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卓朗科技资产总计1,272,251,258.09元，负债合计701,

737,950.03元，2016年营业收入为751,517,194.55元 ，2016年净利润为72,252,

421.17元，上述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7年6月30日，卓朗科技资产总计为1,448,605,900.54元，负债合计为

839,053,497.26元，2017年1-6月营业收入为131,256,664.28元，2017年1-6月净利

润为35,988,755.73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卓朗科技为公司控股80%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担保方式：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该笔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两年

时止。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向金融机构借款为日常经营所需，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已审

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为卓朗科技申请的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信托等方式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高于10亿元人民币。本次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在该议案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截至2018年2月26日，

公司为卓朗科技累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柒亿柒仟万元整（不含本次）。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2月2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9.81亿元（不含

本次），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18.34%，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及控

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58.81亿元 ， 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11.38%。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950万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6.96%。 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623

证券简称：捷捷微电 公告编号：

2018-008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43,080.69 33,160.86 29.91%

营业利润 16,563.17 13,099.70 26.44%

利润总额 16,810.53 13,566.95 2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14.91 11,642.64 2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4 1.66 -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9% 25.88% -11.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36,134.78 57,107.99 13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065.27 49,932.26 144.46%

股本 9,360 7,000 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04 7.13 82.89%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080.69万元，同比增加29.91%；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14.91万元，同比增加23.81%。 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增长主要是

由于公司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拓展业务，使得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总资产为136,134.78万元，同比增加138.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122,065.27万元，同比增加144.46%；股本为9,360万元，同比增加33.71%。 公司总资

产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主要是公司于2017年3月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60万股， 发行价格为27.63元/股， 募集资金净额为60,244.86万

元。 其中，2,360万元计入股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560万元，去年同期非经

常性损益为392万，同比增长42.8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码2018-006），本次

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业绩预告披露的公司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公司将在2017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682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2018-020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青岛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崇德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

（具体名称以工商机关注册登记信息为准）。

●投资金额：1,000万元。

●出资方式与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100%出资。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库）在山东省

内的17个地市开展脐带血干细胞保存业务，采集后的脐带血均运往山东省济南市实验

室进行检测、制备与保存。 随着业务的开展及采集量的不断增长，山东库目前面临脐带

血采集后制备冷冻的时限保证存在困难。 根据有关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技术规范，

脐带血必须在采集后24小时内进行制备和冷冻。 随着采血量的增大，加之山东省青岛、

烟台、威海距离济南较远，给脐带血在规定时间内制备和保存造成了影响。

为了更好的开发青岛地区市场潜力，山东库拟在青岛设立全资子公司，使青岛、烟

台、威海地区的脐带血能及时、规范的进行制备和保存，同时发挥地区优势，实现新的

业务增长点。

2、对外投资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

同意山东库在青岛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崇德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具体

名称以工商机关注册登记信息为准）。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筱青

●出资方式与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100%出资。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物医药产品研究

（具体内容以工商机关注册登记信息为准）。

三、本次投资目的和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山东库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开发青岛地区市场潜力， 保证青岛、烟

台、威海地区脐带血采集后的制备冷冻时限和质量，提升行业运营效率。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目前标的公司尚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