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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

2018-007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

报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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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608,128.42 605,675,852.29 19.14%

营业利润 88,723,627.53 114,422,528.54 -22.46%

利润总额 98,025,042.12 123,806,119.69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30,571.17 104,154,561.58 -1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6 1.13 -32.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7% 20.07% -10.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87,864,374.26 686,504,111.49 7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040,735,959.02 562,214,621.55 85.11%

股本 122,698,400.00 92,018,4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48 6.11 38.79%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2,160.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14%；实现营业利润 8,

872.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46%；实现利润总额9,802.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82%； 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3.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40%。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声学产品的销售额增长，其中蓝牙耳机开始量产，实现销

售收入7723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耳机成品收入2200万元，较上年同期有较快上升，加工业务较

上年同期略有增长，数据线及其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有：1）主要原材料如铜杆、胶料的价格成本较上年同期大

幅上涨；2）公司的人工成本较上年同期较快上涨；3）报告期内新设的子公司印度瀛通下半年开始

量产，处于亏损状态；4）公司的武汉研发中心和深圳研发中心陆续投入使用，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

增长33%；5）公司主营产品以出口为主，人民币升值产生汇兑损失。

2、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18,786.44万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73.03%，主要原因是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及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2） 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4,073.60万元， 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

85.11%，主要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及报告期新增利润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2,269.84万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33.34%，主要原因是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3068.00万股所致；

4）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48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38.79%，主要原

因同（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20日公司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7年第三季报告全文》预计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1.27%至5.61%，2017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8200万元至11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03.06万元，同比下降17.40%，

符合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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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8-006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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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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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231847.23 778654214.35 10.09%

营业利润 92245129.47 99866265.27 -7.63%

利润总额 94963265.37 101398218.20 -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3169135.30 85189627.97 -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5 0.95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0% 21.42% -7.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18874832.04 696057033.88 7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51469374.36 433975221.34 119.25%

股本 120000000 9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7.93 4.82 6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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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7231847.2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9%；实现

营业利润92245129.4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63%；实现利润总额94963265.37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6.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169135.3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7%；

基本每股收益0.8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53%。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产品生产成

本的提高和汇率变动。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10.53%，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所致。

（二）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218874832.0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1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51469374.3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25%；股本为120000000

股，较上年同期增长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9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4.52%。

公司股本同比增长33.33%，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公司总资

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去年同期增

长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产生的净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范

围为7700万元~83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317万元，基本属于前述预计的变动范围内，不存在业绩预计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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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0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899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18-007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

公司进行增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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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1月

14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2017年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下属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健身器材连锁

零售项目” 对应的募集资金人民币4,870.51万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英派斯健康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派斯健发” ）进行增资，再由英派

斯健发使用该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人民币4,870.51万元及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

为准)对公司二级子公司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派斯销售” ）进

行增资。 英派斯销售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对健身器材连锁零售项目的投资建设。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5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英派斯健发及英派斯销售已完成增资工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青

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其中，英派斯销售除增加注册资本外，还

根据其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序号 公司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1 青岛英派斯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2

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

销售：健身器材及配件、体育设

施及配件、游泳池设施及配件、

水上体育器材及配件、 按摩器

材及配件、办公家具及配件、办

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 太阳能

产品及配件、电子设备及附件、

运动地板地胶、文化体育用品、

游乐设施， 体育场地设施施工

及场地改造， 体育健身器材的

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企业管

理服务，企业信息咨询，市场调

研，市场信息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健身器材及配件、体育设施及

配件、游泳池设施及配件、水上体育

器材及配件、按摩器材及配件、办公

家具及配件、 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

件、太阳能产品及配件、电子设备及

附件、 运动地板地胶、 文化体育用

品、游乐设施，体育场地设施施工及

场地改造，体育健身器材的维修、安

装及售后服务（不含特种设备），企

业管理服务，企业信息咨询，市场调

研，市场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新取得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一）青岛英派斯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英派斯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7064036883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3号楼6层611室

法定代表人：丁利荣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02月12日

经营范围:体育健身器材的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施工及场地改造，市场

信息咨询服务，销售：钢管制品、钢塑制品及配件、健身器材及配件、体育设施及配件、体质

监测设备、医疗器械（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康复训练器材

及设备、水上体育器材及配件、太阳能产品及配件、游乐设施、电子设备及配件、办公用品、

办公自动化设备、文体用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橡胶制品、机械设备、建筑装饰材料、钢材、木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英派斯体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CTAP83M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3号楼605室

法定代表人：丁利荣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9日

经营范围:销售：健身器材及配件、体育设施及配件、游泳池设施及配件、水上体育器材

及配件、按摩器材及配件、办公家具及配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太阳能产品及配件、电

子设备及附件、运动地板地胶、文化体育用品、游乐设施，体育场地设施施工及场地改造，体

育健身器材的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不含特种设备），企业管理服务，企业信息咨询，市场

调研，市场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8-003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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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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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5,248,137.41 1,432,955,497.83 116.70%

营业利润 1,255,592,594.52 175,390,598.52 615.88%

利润总额 1,235,191,576.64 166,170,967.17 64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5,794,901.73 93,630,840.51 87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319 0.1157 87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28% 5.37% 38.9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96,192,645.20 7,188,600,658.75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98,193,072.99 1,789,854,511.42 33.99%

股本 809,095,632.00 809,095,63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6 2.21 33.9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未发生经营方面的重大变化，各项业务稳步推进，取得了

良好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各项业绩指标稳定增长， 实现营业收入3,105,248,

137.41元，同比增长116.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5,794,901.73元，同比

增长878.09%；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96,192,645.20元，同比降低1.2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98,193,072.99元，同比增长33.99%。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较上期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可结转商品房收入及毛利增加。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上年同期增加116.70%、615.88%、643.33%、878.09%，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可结转商品房

收入及毛利增加。

（2）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878.31%、

38.91%，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净利润增加。

（3）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33.99%、33.94%，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净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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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

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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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

2018-006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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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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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647,981.38 405,267,622.60 7.74%

营业利润 47,690,264.29 45,719,981.12 4.31%

利润总额 50,491,758.66 47,106,777.33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3,398,811.34 40,076,656.65 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 0.67 -1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14.56% -4.9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88,053,856.64 337,775,419.81 7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1,860,239.59 295,339,174.96 83.47%

股 本 8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77 4.92 37.6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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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647,981.38元，同比增长7.74%；实现利润总额50,

491,758.66元，同比增长7.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43,398,811.34元，同比增

长8.29%。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约为588,053,856.64元，同比增长74.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约为541,860,239.59元，同比增长83.47%；主要原因为公司IPO�募集资金

到位使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80,000,000股，同比增长33.33%，主要原

因为公司2017�年4月公开发行股票新增的股本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约为6.77元，同比增长37.60%，主要原因为公司IPO�募集资金到位使货币资金和

股本增加以及正常利润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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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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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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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1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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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日，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美锦能源” ）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1）， 公司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 ）在二级市场通过竞价交易增持公

司部分流通股份，并计划自2018年2月2日起的6个月内，以自有

资金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股数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不

高于公司总股本的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8年2月26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美锦集团关于增持本公

司股份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自2018年2月2日开始增持， 截至2018年2月26日收盘后，美

锦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买入公司股票24,

435,21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9%。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情况 增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美锦集团 3,173,400,000 77.29 3,197,835,218 77.88

三、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定等有关

规定。

（二）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

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五）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

股本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六） 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或增持期限届满后的两个交易日

内，公司将按规定发布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七）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8-007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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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12,226.53 726,172,574.60 24.06%

营业利润 152,074,869.37 96,898,040.69 56.94%

利润总额 150,969,602.67 100,291,352.50 5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2,768,248.67 86,912,317.71 4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88 0.1478 4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5.04% 1.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32,073,998.87 1,941,525,091.71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89,164,656.43 1,748,646,280.65 2.32%

股本 588,000,000.00 588,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4 2.97 2.36%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900,912,226.53元，比2016年度增长24.06%，

主要因耳机系列产品收入的增长所致。

2.�公司2017年度营业利润152,074,869.37元，比2016年度增长56.94%，主要因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3.�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768,248.67元，比2016年

度增长41.26%，主要因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4.�公司2017年末总资产为2,032,073,998.87元，较 2016年末增长4.66%，主要

是由于2017年度经营所实现净利润增加总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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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30%到6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

绩与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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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东、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红蓉、会计机构负

责人欧阳美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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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梅雁吉祥 证券编码：

600868

编号：

2018-00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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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梅雁吉祥” ）于2018

年2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186号， 以下简称 “《问询

函》” ）。 根据《问询函》要求，梅雁吉祥、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增持方” ）就《问询函》提出的相

关事项回复并披露如下：

问题一、增持方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买入公司股票的目的系

“看好梅雁吉祥未来发展” ，同时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票。请增持方

及其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明确本次购买公司股票， 是否与获取公司控制权有关，是

否存在后续安排。

增持方回复：增持方烟台中睿和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由于看好梅雁吉祥未

来发展， 于2017年12月22日至 2018年2月14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方式

增持梅雁吉祥 94,907,500�股股份， 同时拟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

体情况并结合梅雁吉祥的业务发展以及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继续增持梅雁吉祥

不低于 1,000�万股且不超过 10,000�万股的股份。

本次增持方的实际控制人马敬忠通过增持方购买梅雁吉祥的股票，并拟在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梅雁吉祥的股票， 旨在获得梅雁吉祥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同

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对梅雁吉祥的控制权。

在增持方成为梅雁吉祥的第一大股东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梅雁吉祥公

司章程的规定，希望进入梅雁吉祥的董事会，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以对梅雁吉祥的

业务发展、资产重组、业绩提升带来积极影响。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增持方尚未有

具体的后续安排。

问题二、请公司和增持方分别说明在本次购买股份前，双方是否进行了接触。

如曾接触，请双方说明是否就后续持股安排和公司生产经营进行了协商；如未接

触，请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增持行为对公司内部治理及生产经营的影响，及拟采

取的措施。

增持方回复：2018年2月5日，增持方实际控制人马敬忠一行三人曾到梅雁吉

祥拜访了梅雁吉祥的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双方进行了简单会晤。 增持方表达了

希望通过股份增持成为梅雁吉祥第一大股东的意向，但双方未就公司后续生产经

营进行深入沟通。

梅雁吉祥回复：公司在知悉股份变动前，公司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与增持方

代表有过一次接触。 增持方代表马敬忠等三人于2018年2月5日到公司并以股东

代表身份与公司董事长温增勇及公司董事会秘书胡苏平会面。 在该次会面中，增

持方代表明确了其股东身份并提出后续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参与公司经营管

理的意向。 公司方面明确答复股东可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但必须以书面函件正式向公司提

出行使股东权利的相应要求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次会面双方未就后续持股安

排和公司生产经营进行协商。

公司董事会认为，增持方本次增持行为目前未对公司内部治理及生产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 如增持方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则有可能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动。 后续如增持方根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等规定，对公司提

出关于内部治理及生产经营的提案，公司管理层将遵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

相应职责，勤勉尽责，合规决策，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问题三、请增持方详细披露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并结合自身财务状况，

说明实施后续增持计划的可行性和资金安排。

增持方回复：增持方烟台中睿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合计增持梅雁吉祥

股票 19,690,600�股， 占梅雁吉祥总股本的1.04%， 增持股份的资金为0.866亿

元，全部为烟台中睿的自有资金。

增持方中科中睿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增持梅雁吉祥股票

75,216,900� 股，占梅雁吉祥总股本的 3.96%，增持股份的资金为3.334亿元，其

中2亿元为中科中睿的自有资金，1.334亿元为中科中睿向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融资融券方式获得的资金，资金成本为6.4%/年。

烟台中睿注册资本为4亿元，目前实收资本为3.85亿元，扣除向中科中睿出资

的2亿元和本次增持股份的0.866亿元后， 烟台中睿目前尚有近1亿元可供实施后

续增持计划。 烟台中睿拟使用自有资金，同时不排除通过控股股东借款等自筹资

金的方式，对梅雁吉祥进行增持。 增持方完成其增持计划具有可行性。

问题四、请公司和增持方提供本次购买股份的内幕知情人名单，供本所进行

交易核查。

回复：公司和增持方已按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本次购买股份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及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0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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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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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7,897,965.62 339,658,278.94 34.81%

营业利润 49,908,173.86 63,445,298.56 -21.34%

利润总额 52,603,796.41 64,405,022.14 -1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04,397.48 55,419,923.03 -1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38 -3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3% 21.09% -12.06%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99,119,989.39 390,063,746.86 7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25,865,268.48 285,990,871.00 83.87%

股本 192,000,000.00 90,000,000.00 11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74 3.18 -13.84%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注2： 公司于2017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000

万股，并于2017年2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股本由9,000万

股增加至12,000万股。

注3： 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完成2017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宜：以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12,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

转增6股。 共计转增7,200万股，股本由12,000万股增加至19,200万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7,897,965.62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4.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04,397.48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18.07%。

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铁质罐头

易开盖海内外市场拓展顺利，产品销量快速增长；同时公司积极关注金

属易开盖各细分市场并购和重组的机会，报告期成功收购佛山宝润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和山东旭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分别弥补了公司在饮料易

开盖领域的短板，增强了公司在干粉易开盖领域的领导地位，上述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导致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铝材、 马口铁材的采购价格较上年同期涨幅较大，

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滑；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导致公司出口

业务汇兑损失快速增加所致。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99,119,989.39元，较期初增长

79.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25,865,268.48元，较期初

增长83.87%；股本为192,000,000.00元，较期初增长113.33%；上述项目

实现增长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本年

度经营收益增加以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5%至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156.49万元至5,819.09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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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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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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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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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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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4,19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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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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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易仁涛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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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1人，董事游建鸣先生、蒋立章先生、王鸣先生、

李秉成先生、冯学峰先生、张里安先生因公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许欣平先生、金韬先生因公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高维女士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闫爱华先生、常务副总裁周

家敏先生、公司财务总监李珍玉女士因公未能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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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66,006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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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96,504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署

借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62,234,696 100 0 0 0 0

2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并

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的议案

62,234,696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

限公司对议案1进行了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勇、李甜甜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邓勇律师和李甜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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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