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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00

证券简称：上海洗霸 公告编号：

2018-010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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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名单公示及核查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2018年2月1日召开的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洗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相关公告已于2018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时披露。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上海洗霸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对所涉事项进

行了核查。 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外，并通过公司办公平台系统（OA系统）发布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 具体公示情况如下：

（1）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时间：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2月13日；

（3）公示方式：公司办公平台系统（OA系统）；

（4）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或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进行反馈；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持股5%以上的股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信息， 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

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拟激励对

象的工资单及公司为激励对象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等的凭证。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审核，发表如下核查/审核意见：

《激励计划（草案）》所确定的全部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激励计划（草

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

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890

证券简称：亚星锚链 公告编号：临

2018-002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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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披露之日（2017年11月2日），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陶良凤、董事兼财务总监王桂琴、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卫新共计持有本

公司A股股份17,145,201股,占总股本的1.79%,所持股份均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上述董事、高管因个人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2017年11月2日）

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在符合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合计减持不超过363.1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8%）A股股份，减持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8年2月23日，上述减持计划实施主体的减持期间已过半，董事兼总

经理陶良凤女士、董事兼财务总监王桂琴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卫新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姓名： 陶良凤、王桂琴、张卫新

（二）股东持股数量（A股）、持股比例、所持股份来源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陶良凤 董事、总经理 7,663,631 0.80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王桂琴 董事、财务总监 6,075,190 0.63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张卫新 董事、副总经理 3,406,380 0.36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合计 17,145,201 1.79

（三）过去十二个月减持情况

过去十二个月，张卫新先生未减持过公司股票。 最近一次减持为2016年12月，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350,000股，减持均价7.98元/股。

过去十二个月，王桂琴女士未减持过公司股票。 最近一次减持为2016年12月，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减持均价7.98元/股。

过去十二个月，陶良凤女士未减持过公司股票。最近一次减持为2015年6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386,500股，减持均价15.31元/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具体安排

1、减持的股份来源：陶良凤、王桂琴、张卫新所持股份均是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2、拟减持数量：陶良凤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19,580股（占公司总股本0.16%，占个人所持股

份的19.83%）；王桂琴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06,190股（占公司总股本0.14%，占个人所持股份的

21.50%）； 张卫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6,130股 （占公司总股本0.08%， 占个人所持股份的

23.67%），合计减持将不超过3,63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的公司A股股份。

3、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2017年11月2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

持）。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5、价格区间：减持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上述股东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A股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良凤、王桂琴、张卫新严格遵守了上述相关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

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截至2018年2月23日，上述减持计划实施主体的减持期间已过半。陶良凤女士、王桂琴女士、张

卫新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陶良凤女士仍持有公司股份7,663,631股，王桂琴女士仍持有公司股份6,

075,190股，张卫新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3,406,380股。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A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二）陶良凤、王桂琴、张卫新均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陶良凤、王桂琴、张卫新承诺：在按照本计划减持A股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创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8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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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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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69,977.91 1,146,169,798.78 6.47%

营业利润 180,371,586.14 177,436,478.33 1.65%

利润总额 180,732,800.56 192,876,367.94 -6.3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5,923,462.57 165,391,941.19 -5.72%

基本每股收益 1.1518 1.5206 -2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5% 9.20% 0.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37,988,128.92 1,889,934,330.46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655,027,243.30 1,572,539,827.05 5.25%

股本 136,450,000.00 133,880,000.00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12.13 11.75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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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20,269,977.91元，较上年增长6.47%；受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降

低影响，综合毛利率略有下降，当期实现营业利润180,371,586.14元，较上年增长1.65%；利润总额180,

732,800.56元，较上年减少6.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923,462.57元，较上年减少

5.72%。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37,988,128.92元，较上年增长7.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1,655,027,243.30元，较上年增长5.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1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2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0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7-113）预计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4,058.32万元至19,020.07万元，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00%至15.0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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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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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131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

2018-003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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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

7月3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7年7月7日

发布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1）。

2017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等相关议案，详见2017年9月29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017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7】2248号），

并于2017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及中

介机构的核查意见，以及对《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1

日开市起复牌。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根据本

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财务数据拟加审一期至2017年12月31日。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 公司将在发出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

月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及重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经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即审议本次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事项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上述通过及最终获得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披露的《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之“重大风险提示” 内容，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

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16

证券简称：深南电路 公告编号：

2018-01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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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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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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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5,686,939,441.08 4,598,502,246.63 23.67

营业利润 501,154,258.24 251,580,880.41 99.20

利润总额 504,357,821.28 304,655,978.85 6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082,267.22 274,164,178.03 6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2.13 1.31 6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1 18.48 7.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7,443,389,852.03 5,140,000,734.80 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67,779,894.93 1,578,307,553.25 100.71

股本 280,000,000.00 21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31 7.52 50.40

注：

1、公司本报告期每股基本收益按照加权平均股数210,000,000.00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

照210,000,000.00股计算；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280,000,000.00股计

算，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210,000,000.00股计算。

2、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86,939,441.08元，营业利润501,154,258.24元，利润总额504,

357,821.28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8,082,267.22元， 分别较上一年度增长23.67%、

99.20%、65.55%和63.44%。公司业绩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印制电路板、封装基板及电子装联三项业务市

场开拓顺利，在通信等领域取得较快增长，公司整体产品结构也进一步优化。

营业利润增幅大于利润总额增幅系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

要求，将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而此前，对于取得的政府

补助（包括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当期摊销的部分），本公司按规定均计入

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

幅较大， 主要由于2017年12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7,000万股普通股股票， 募集资金126,763.27万元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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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866

证券简称：传艺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07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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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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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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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单位：元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68,634,585.88 582,034,182.11 14.88%

营业利润 86,935,588.25 101,271,553.51 -14.16%

利润总额 86,746,774.13 108,419,209.91 -1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77,766,282.40 90,009,238.91 -13.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 0.84 -2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3% 26.41% -15.4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87,896,781.52 514,936,764.91 111.27%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91,681,773.05 384,321,499.11 132.01%

股本 143,626,700.00 107,72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6.21 3.57 73.95%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的事项。

1、整体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8,634,585.8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4.88%；营业利润

86,935,588.2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16%；利润总额86,746,774.1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766,282.40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3.6%； 截止

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87,896,781.52元，较年初上升111.2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91,681,773.05元，较年初增加132.01%。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汇兑损失的增加为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7

年汇兑损失14，601，567.94元， 较2016年汇兑收入14,435，622.35元， 同比影响利润29,

037,190.29元。

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说明：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总资产 111.27% 主要为发行新股和盈利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32.01% 主要为发行新股和盈利

股本 33.33% 主要为发行新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74.06% 主要为发行新股和盈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年度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

露的净利润预计变动范围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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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09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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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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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891,573.30 546,573,425.85 12.87

营业利润 139,640,198.20 130,517,312.82 6.99

利润总额 141,345,780.82 132,066,748.25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194,702.14 115,215,190.44 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1.12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3% 17.42% 下降5.3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87,555,661.32 1,010,922,998.18 6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397,658,543.14 715,652,645.16 95.30

股本 137,934,029.00 102,934,029.00 3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0.13 6.95 45.76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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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6,891,573.3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2.87%；营业利润139,640,19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9%；利

润总额141,345,780.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122,194,702.1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6%；基本每股收

益1.0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14%。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

公司克服了主要原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抓住市场发展的契机，大

力拓展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实现了业绩的持

续增长。但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扩大的影响，报告期内基本

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有所下降。

2、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87,555,661.32元，比

年初增长6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97,658,

543.14元， 比年初增长95.30%； 股本137,934,029元， 比年初增长

3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0.13元， 比年初增长

45.76%，2017�年末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

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幅较大， 主要系报告期内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经营积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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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年10月20日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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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99

证券简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

2018-010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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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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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577,954.49 306,887,768.22 26.62

营业利润 93,544,929.25 104,043,761.74 -10.09

利润总额 97,114,126.08 104,826,770.87 -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792,421.35 71,112,221.50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15,523.73 70,524,964.65 -3.42

基本每股收益 0.27 0.27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6% 8.08% -8.9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24,453,849.01 1,115,024,891.41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50,247,082.54 901,191,537.83 5.44

股本 266,670,000.00 266,67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3.56 3.38 5.4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8,577,954.49元，同比去年增

长26.62%，主要系根据公司战略布局，满足长期快速发展需要而成立

的子公司吉林省天池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天池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本期实现收入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

792,421.35元，同比去年减少0.45%，较上期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27元，与去年同期持平；净资产

收益率为7.36%，较去年同期下降8.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有所增加。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余额为1,124,453,849.01元，比期初上

升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50,247,082.54元，

比期初增长5.44%；每股净资产为3.56元，比期初上升了5.44%，主要

是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792,421.35元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在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各项主要

指标、数据尚未经会计师审计，可能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指标、数据存在差异，预计差异幅度不会超过10%。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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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016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0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

股东大会和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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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1号北京民族饭店十一楼西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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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53,382,26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281,435,0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71,94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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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640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9797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08434

2、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 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

41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81,435,080

（3）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28.023483

3、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1,225,341

（3）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22.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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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洪崎董事长书面委托梁玉堂副董事长主持会议。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由本公司A股股

东参与。 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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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出席18人，其中董事长洪崎，副董事长张宏伟、卢志强、刘永好，董事郑万春、

史玉柱、吴迪、姚大锋、宋春风、田志平、翁振杰、郑海泉、刘纪鹏、解植春、刘宁宇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其中监事王航、张博、王玉贵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

3、 公司财务总监白丹、董事会秘书方舟、见证律师张丽欣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处理有关事项授权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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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1,299,364 99.998361 135,716 0.001639 0 0.000000

H股 1,496,418,088 95.195189 39,644,465 2.521997 35,884,628 2.282814

普通股合

计：

9,777,717,452 99.232093 39,780,181 0.403721 35,884,628 0.364186

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处理有关事项授权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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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1,299,364 99.998361 135,716 0.001639 0 0.000000

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处理有关事项授权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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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1,495,704,168 95.193486 39,636,545 2.522651 35,884,628 2.283863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张丽欣、刘小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