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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2018年2月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2018年2月13日发出提

示性公告。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5日--2018年2月26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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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5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66号昆明

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1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03,412,7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7658� %。

因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关联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650,142,393股）须回避表决。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后，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120人，代表股份153,270,3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771%。 其

中：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4人，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52,068,25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7161%；B、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1,202,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610� %。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

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审议《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152,159,256股，反对 711,100� 股，弃权 400,00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51%。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52,159,256

股，反对 711,100�股，弃权 400,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51%。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解丹红、何斌娥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

2018-007

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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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44,652.99 385,411,383.09 11.61%

营业利润 107,456,313.11 95,939,365.23 12.00%

利润总额 107,622,484.51 97,121,291.44 1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463,810.37 72,755,668.33 2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3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9% 8.34% 1.55%

本期报告期末 本期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92,222,519.82 963,872,904.55 1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61,632,335.09 887,148,379.55 8.40%

股本 203,780,000.00 202,300,000.00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72 4.39 7.52%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

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3、2016年年末总股本为20,230万股。 公司于2017年11月23

日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增加股本148万

股，总股本增至20,37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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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14.47万元， 同比增加

11.61%。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0,745.63万元， 同比增加

12.00%；实现利润总额10,762.25万元，同比增加10.81%；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146.38万元， 同比增加25.71%，

主要是营业收入的增加及母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企业

所得税按15%缴纳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09,222.25万元，较期初增长

13.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6,163.23万元，较期

初增长8.4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月30日公告的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 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为20%至4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为8,730.68万元至10,185.80万元。

本业绩快报公告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25.71%，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9,146.38万元，与上次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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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8-011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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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467,468,469.06 500,808,563.55 -6.66%

营业利润 80,034,758.34 8,296,356.40 864.70%

利润总额 82,467,466.06 17,185,891.27 37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90,024.42 8,702,374.50 54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02 5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0% 1.30% 7.2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33,428,122.27 1,772,719,123.33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9,357,954.84 670,137,266.97 -3.10%

股 本 439,200,000.00 439,2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48 1.5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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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实现营业总

收467,468,469.0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6%；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80,

034,758.34元、82,467,466.06元、56,090,024.42元、0.13元，分

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为864.70%、379.86%、544.54%、550.00%。 利

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类金融业务，特别是全资子公司摩安投

资开展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清收服务业务， 对公司2017年度利

润增长产生显著的贡献。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无重大变化，总

资产同比减少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减少

3.10%；本报告期内股本没有发生变化，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2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月31日披露了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 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497.54%-543.5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5,200-5,6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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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

2018-010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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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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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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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499,510.70 665,895,747.17 11.05%

营业利润 25,290,510.57 32,605,107.66 -22.43%

利润总额 27,126,217.85 36,368,650.39 -2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17,192.20 30,758,699.24 -2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13 0.3521 -4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9.91% -4.5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28,161,028.33 497,017,496.79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4,638,376.54 423,155,184.34 2.71%

股本 113,340,000.00 113,34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3 3.73 2.71%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739,499,510.70元，比去年

同期增加73,603,763.53元，同比增长11.05%；实现营业利润25,

290,510.57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7,314,597.09元， 同比下降

22.4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17,192.20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7,941,507.04元，同比下降25.82%。

2017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

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发展，收入较去年同期取得增长。 2017年公

司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职工

薪酬、专业服务费和房租的增加导致费用增加较大。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4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同比下降4.59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滑25.82%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对比说明

本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的业绩预计为：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4.98%

至-18.72%，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2,000万元至2,500万元” 。

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披露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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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8-01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

参与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项目进展情况

2018年2月23日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于中国政府网发布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的批复》（国函

〔2018〕26号）（以下简称“立项批复” ），就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

纽项目新建鄂州民用机场立项的请示》（鄂政文〔2017〕37号）进行批复。此次湖北国际物

流核心枢纽项目立项批复，属于项目的预可研阶段，项目的建设方案将在项目可行性研究

及设计阶段进一步研究，项目的最终建设规模、投资额和具体资金安排将在上述两个阶段

论证和审批后确定。 公司将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立项批复，全力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积

极稳妥地落实项目进展。 机场是长周期建设项目，在项目方案设计和投资的具体安排过程

中，公司将全面考虑未来战略布局、运营规划、财务状况等重要因素，确保项目能在满足未

来公司发展需求、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障股东利益。在项目

未来通过可行性研究和设计阶段确定方案后，公司将按照相关安排，分阶段逐步进行项目

投资建设。立项批复中关于公司子公司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丰泰森” ）参与项目的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 机场性质为客运支线、货运枢纽机场，场址位于湖

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杜湾村附近。

（二）本期工程飞行区跑道滑行道系统按满足2030年旅客吞吐量150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330万吨的目标设计，航站楼、转运中心等设施按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245万吨的目标设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飞行区等级指标4E，建设东西2条远

距跑道，长3600米、宽45米；建设1.5万平方米的航站楼、153个机位的站坪；建设1座塔台和

5000平方米的航管楼，以及通信、导航等设施；建设场外输油管线、机坪加油管线、机场油

库、加油站等；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机场设置转运中心以及顺丰航空公

司基地。 具体建设方案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确定。

（三）机场总投资372.6亿元，其中：机场工程183.6亿元，由湖北省、深圳顺丰泰森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筹措解决，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对机场的客运支线功能安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民航发展基金予以支持；转运中心工程135亿元、顺丰航空公司基地

工程46.2亿元，由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筹措解决。 具体资金安排在可行性研

究阶段确定。

（四）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统筹考虑运输机队规划、顺丰航空公司运力投放和经营战略、客机腹舱带货能力等

因素，进一步论证本项目客、货运业务量预测和工程建设规模。

2、按照机场功能定位，以及支线机场公共航空运输设施和物流企业航空货运设施的建

设内容和规模，明确项目中各方产权和投资责任等。

二、 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现民航强国战略目标，大力推

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完善顺丰全国航空运输网络布局，2017年12月13日，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顺丰泰森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订《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合作协议》，顺丰泰

森与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农银空港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湖北国际物流机

场有限公司合资合同》，顺丰泰森以自有资金出资23亿元人民币参与设立湖北国际物流机

场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6%。

2017年12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外投资设立枢纽机场合资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关于

公司子公司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署〈关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80）及《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机场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81）。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是顺丰航空运输体系布局建设的核心。顺丰将以该枢纽为

中心，全面打造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航路航线网络。核心枢纽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的战略

规划，对于提升产品时效、提高服务的稳定性、构建高端综合物流服务能力、提升客户满意

度形成了良好的底盘支撑。另外，核心枢纽项目是实现公司航空网络结构优化、降低航空网

络运行成本的重要途径，核心枢纽项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参与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预计对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项目方案设计和投资

的具体安排过程中，公司将全面考虑未来战略布局、运营规划、财务状况等重要因素，确保

项目能在满足未来公司发展需求，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障

股东利益。

（二）存在的风险

1、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已获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复同意立项，目前尚属于

项目的预可研阶段，项目的建设方案将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及设计阶段进一步研究，项目的

最终建设规模、投资额和具体资金安排将在上述两个阶段论证和审批后确定。

2、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在后续的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阶段相关方案尚需经过

国家相关部委审批。

项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及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7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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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厂区三

楼大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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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8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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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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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义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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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 其中独立董事徐成增(Chuck�

Xu)因公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欣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尹

锋、刘庆顺、潘树义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陈展先生因公务未

能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格润智能光伏南通有限公司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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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0,5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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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与格润智能光伏

南通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

易的议案

1,913,9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公司股东李义升、杨延、营口金辰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3,987,494股， 对本次股东大会中的议案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磐、宋媛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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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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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40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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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药业” ）于2018年1月9日

与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 ）签订了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转让合同，沃尔核材将所持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共计7,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8%）转

让给科兴药业。 本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合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科兴药业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其2018年1月11日编制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关于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中披露“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信息披

露义务人有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增持比例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

本1%，且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3%，增持价格不超过16.8元/股。 ”

●公司2018年2月26日收到科兴药业的《关于增持长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止2018年2月26日，科兴药业增持公

司股份6,653,4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 增持价格不超过16.8元/股。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

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2、 科兴药业根据2018年1月9日与沃尔核材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转让合同，将受让沃尔核材所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40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5.58%。本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合同，转让股份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增持前，科兴药业与沃尔核材签署的合同尚未生效，科兴药业

未持有公司股份。 截止2018年2月26日，科兴药业持有公司股份6,653,4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 相比增持前，科兴药业所持公司股份增加了6,

653,4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

二、增持计划及其实施进展

1、增持计划内容：自签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起三个月内，科兴

药业根据情况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增持比例为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1%，且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披露的《关

于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

2、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无限售流通股A股。

（2）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截止 2018年2月26日，科兴药业增持公司

股份 6,653,4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达到本次增持计划数量区间下

限的50%。 截止2018年2月26日，科兴药业持有公司股份6,653,43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5%。

（3）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增持价格不超过16.8元/股。

（4）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方式：集中竞价。

（5）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不确定风险” ：

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增持完成后6个

月内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或增持期限届满后的两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将

及时发布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山东科兴药业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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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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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04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挂

牌转让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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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前

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滩实业”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

资子公司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绣实业” ）5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

的” ）， 挂牌价格为人民币134,865.296236万元。 太古地産有限公司 Swire� Properties�

Limited间接拥有之全资附属公司譽都發展有限公司 Citi-Fame�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譽都發展” ）以人民币134,865.296236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上述股

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50%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前滩实业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资产评估工作管理中心

准予备案的前绣实业50%股权的评估价值人民币134,865.296236万元为挂牌底价，通过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前绣实业5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01）。

二、 交易进展情况

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2月9日，交易标的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价

格为134,865.296236万元。 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确认，譽都發展为受让方，成交价格为

人民币134,865.296236万元。

2018年2月26日，公司与譽都發展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与受让方将按照产权

交易程序及时办理交易标的的相关支付及过户手续。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譽都發展是太古地産有限公司 Swire� Properties� Limited（以下简称“太古地産” ）

间接拥有之全资附属公司。

公司名称：譽都發展有限公司 Citi-Fame� Development� Limited

公司类型：外资企业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成立日期：2007年3月1日

注册地址：33rd� Floor,� One� Pacific� Place,88� Queensway,� HongKong

四、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以及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

司50%股权的公告》（编号：临2018-002）。

五、 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譽都發展有限公司Citi-Fame� Development� Limited

（二）转让标的：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50%股权。

（三）转让价款：人民币134,865.296236万元。

（四）支付方式：双方约定一次性付款。 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将产权交易价款（除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外）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

户。 若乙方以外币支付， 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 将产权交易价款

（除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外）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价款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外汇牌价于付款当日确定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汇率计算。已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的产权交易价款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交易凭证后转付给甲方。

六、 对公司的影响

1、太古地産在从事发展和管理商业、零售、酒店及住宅物业组合项目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 本次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开发前绣实业持有的位于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

25-01地块商业项目。 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0万平

方米。 该项目位于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核心位置，该区域将打造成为上海浦东“重点区域

整体开发”的示范区、“中央公共活动区” 的样板区、上海加快迈进“全球城市” 的试验区。

双方将致力提升该项目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将其建设为具有区域辐射效应的商业

品牌项目，为打响“上海购物”品牌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2、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人民币5.6亿元（具体数据请以审

计报告最终确认金额为准）。 前绣实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前滩实业的合营企业，前滩

实业与譽都發展将各持有其50%股权，前绣实业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七、 备查文件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