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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18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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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2月26日在杭州市平海路8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

轶磊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及自筹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杭州融晟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融晟置业” ），注

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持有100%股权。 融晟置业成立后，由融晟置业负责开发杭政储出[2017]73号地

块项目，公司将把竞得的杭政储出[2017]7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注入融晟置业，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也

转移至融晟置业。

本次投资在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投资的额度

内，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2018年2月27日《证券时报》：《广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2018-019号）。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19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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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及自筹资金成立控股子公司杭州融

晟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融晟置业” ），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持有100%股权。本次投资

在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投资的额度内， 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投资主体

公司将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完成对融晟置业100%的股权共计3,000万元的出资。

三、投资目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融晟置业成立后，公司将把于2018年1月8日竞得的杭政储出[2017]7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注入融

晟置业，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也转移至融晟置业。 由融晟置业负责开发杭政储出[2017]73号地块项目。

四、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1、10.1.2、10.1.3、10.1.4、10.1.5和10.1.6条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

不属于关联交易。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备查文件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20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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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948,812.02 4,197,436,665.59 -18.02%

营业利润 396,887,702.02 580,406,720.08 -31.62%

利润总额 399,176,582.45 582,515,552.90 -3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661,353.15 151,401,321.26 3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2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5.46% 1.4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257,177,444.35 8,183,223,021.87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57,863,244.34 2,820,112,960.41 4.88%

股 本 774,144,175.00 774,144,17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82 3.64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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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开发收入，以房产交付、发票开具为收入确认结转条件，因此公司

收入实现取决于项目竣工交付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4,094.8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8.02%，主要系上年公司合作开发的武林外滩项目交房金额较多，本年交房主要集中在杭州桃源板块的

锦绣桃源项目和公园里项目，以及舟山锦澜公寓和肇庆星湖名郡项目，交房总金额较上年略有减少；报

告期实现营业利润39,688.77万元，利润总额39,917.66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31.62%和31.47%，主

要系上年交付的武林外滩项目位于杭州市中心，项目毛利率较高所致；本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9,966.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88％，主要系本年房地产销售行情较好，各项目的房屋售价有

所提高，同时上年实现收入的武林外滩项目为合作项目，公司投资比例为50%，而本年交付的主要为全

资或者是绝对控股项目，所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提升。

报告期末，公司各项资产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825,717.74万元，较期初增长0.9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5,786.32万元，较期初增加4.8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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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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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08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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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6日，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18年2月7日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文件。

2018年2月26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8】0192号)（以下简称“《意见函》” ），现将《意见函》的内容公

告如下：

一、关于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

1、据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上海致趣主营移动媒体营销，所处行业为移动广告行业。草案称，2016年中

国移动广告市场规模为1750.2亿，同比增长率达75.4%，预计2017年移动广告市场规模可达到2648.8亿

元，同比增长51.2%。标的资产2016年收入规模较2015年增速达156%，2017年1-9月的收入情况与2016

年基本持平，但净利润却下滑明显。 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所在行业的产业链情况、产业竞争格局、

市场发展趋势、标的资产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等情况；（2）结合前述行业情况，进一步说明标的资产

2016年2017年收入增速、净利润增速与行业趋势不匹配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据草案披露，标的资产的移动广告媒介代理业务逐年增长并整体趋于成熟，目前拥有超过700家

品牌客户资源，取得了多家优质媒体的独家代理权。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2015、2016及2017年1-9

月前五大客户的具体名称；（2）标的资产2015、2016及2017年1-9月前五大供应商的具体名称；（3）补

充披露已取得独家代理权的媒体平台，并展开分析独家代理权的资源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4）标的资

产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或主要媒介的重大依赖；（5）保持客户及媒介供应商合作稳定性的具体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与客户或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安排等情况。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应收账款占比及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风险

3、据草案披露，标的资产2015、2016及2017年1-9月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6,188.22万、19,305.96万

及29,228.05万元，分别占总资产的比重为70.79%、81.30%及81.30%，绝对金额逐年上升且占比较高。请

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的收入确认模式；（2）2015、2016及2017年1-9月应收账款绝对金额前五名的

客户名称、金额及占比情况；（3）2016年底的19,305.96万元应收账款，至今已收回的金额及占比情况；

（4）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司商业模式等，分析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其合理性；（5）

结合历年应收账款收回情况分析标的资产当前应收账款坏账的计提金额及比例， 并说明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 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

4、 据草案披露的财务数据测算可得， 标的资产2015、2016及2017年1-9月资产负债率分别76%、

74%及78.4%，其中负债中应付账款的占比较大。请补充披露：（1）应付账款形成的原因以及前五大应付

交易对方的名称、对应账款形成时间、金额及占比；（2）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分析其资

产负债率的合理性；（3）结合标的资产业务发展状况说明其资产负债率较高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请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关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商誉较高的风险

5、据草案披露，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显示合并完成后，上市公司2017年9月30日的商誉为

75,688.66万元， 总资产为205,546.51万元， 净资产为64,511.37万元， 其中商誉占公司总资产比重为

36.8%，占净资产比重为117.3%，商誉已远超公司净资产数额。 请补充披露：（1）分析说明高商誉对上市

公司后续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2） 分析说明高商誉后续的减值风险以及对标的资产后续盈利水平的

影响。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其他

6、据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共有七处租赁房屋，其中四处租赁房屋明确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请补充披

露：（1）该四处租赁房屋是否为上海致趣的主要办公场所；（2）如房屋租赁合同无法履行，上海致趣重

新选址期间是否对日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增加公司成本费用；（3）此次标的资产的定价和评估过程中

是否予以考虑。 请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7、据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主营业务为广告媒介代理及移动端整合营销服务。 请补充披露：（1）结合

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政策要求， 说明标的资产是否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整改情

况；（2）标的资产是否存在相关诉讼情况，如有，请说明诉讼具体情况。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8、据草案披露，标的资产存在与关联方黄亮的其他应收款13,722,432.33元，请补充披露该其他应

收款的形成原因及回款安排。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据草案披露，上海联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12月30日，系黄亮实施对核心员

工股权激励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上海联趣于2016年2月入股标的公司，同年4月即退出，原因系期间

与金运激光协商并购事宜。 请补充披露：（1） 上海联趣与金运激光协商并购事项的进展及具体安排；

（2）相关事项是否可能导致标的资产的核心员工流失，或与标的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3）公司对

保持核心团队稳定性的具体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核心员工是否已经签署了竞业禁止承诺或其他相关协

议安排等。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8年3月6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

根据上述函件要求，本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正积极准备回复工作，将尽快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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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

2018-16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3日以专人送达、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8年2月26日下午 15:00在安华酒店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参与表决董事9人（含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董事王专旭先生因工作安

排未能到会，授权委托董事郭韶智先生代行表决权；独立董事曹亮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到会，授权委托独立

董事杨汉明先生代行表决权；

4、 本次会议由安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大金产业园药品生产许可证增加生产范围

的议案》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济药业” 或“公司” ）大金广济药业生物产业园（下称“大金

产业园” ）正在建设和完善综合固体制剂车间、核黄素磷酸钠车间，以及拟新建原料药中试生产车间。 药

品正式生产之前，需办理好新的《药品生产许可证》、GMP证以及各品种文号注册地变更（简称“三证” ）

等药品生产手续。

根据湖北省食品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规定，需在公司现《药品生产许可证》中生产地址和生产

范围的第2点“湖北省黄冈武穴市大金广济药业生物产业园” 上增加：制剂（片剂、颗粒剂、软膏剂、凝胶

剂、硬胶囊剂);原料药（核黄素磷酸钠、利奈唑胺、恩替卡韦、阿托伐他汀钙、盐酸莫西沙星、替硝唑、维生

素B6、维生素B12、氰钴胺、甲钴胺、羟钴胺、腺苷钴胺、磷酸吡哆醛、磷酸吡哆醇、贝诺酯）。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经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晓勇（主任委员）、杨汉明、安靖

（2）战略管理委员会：安靖（主任委员）、杨琳、童卫宁、杨汉明、胡明峰

（3）审计委员会：杨汉明（主任委员）、刘晓勇、曹亮

（4）提名委员会：曹亮（主任委员）、刘晓勇、童卫宁

（5）预算管理委员会：安靖（主任委员）、胡明峰、杨琳、杨汉明、曹亮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7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共计

22,884,333.56元，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2月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7。

独立董事杨汉明先生、曹亮先生和刘晓勇先生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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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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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济药业” 或“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

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公司对现有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固

定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和评估，根据固定资产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对截止2017年

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2、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情况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22,884,333.56元， 该资产减值准备全部为计提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武穴分公司（下称“武穴分公司” ）建筑物资产及设备资产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共计39项，主要为35T锅炉车间、广宁锅炉车间等及各类水池、道路、管道基

础、地坪等，大部分为钢混结构、框架结构，少量为砖混结构、简易结构，构筑物为2002年至2015年陆续建

成。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资产原值为36,115,285.67元，已提折旧16,362,759.64元，净值为 19,752,

526.03元。 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准备10,775,291.09元。

机器设备资产机器设备共计1148项，主要是2015年公司向大金产业园搬迁后留下的闲置、故障不能

使用的机器设备、闲置设备，包括冷却塔、储存罐、除尘器、鼓风机及引风机等设备。 机器设备资产原值为

143,537,855.13�元，已提折旧109,949,591.67元，已计提减值准备10,823,363.42元，现净值为22,764,

900.04元。 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减值准备11,786,560.89元。

电子设备机器设备共计271项，主要为电脑、空调、打印机、电子仪器等办公设备。目前委估资产中137

项处于待报废，15项处于闲置状态，其余设备仍能正常使用。电子设备资产原值为8,843,305.80�元，已提

折旧8,225,850.49� � � �元，已计提减值准备163,748.92元,净值为453,706.39元。 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

减值准备322,481.58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共计22,884,333.56元，考虑到少数股东的影响，上述减值将减少

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2,884,333.56元，影响归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2,884,333.56元。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同意公司2017年度计提减值准

备共计22,884,333.56元。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

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的相关规定，能够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七、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

公司2017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共计22,884,333.56元。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

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

状况。 同意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月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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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3日以专人送达、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18年2月26日在武汉安华酒店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叙坤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2月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7。

三、备查文件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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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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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1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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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26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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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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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葛黎明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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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刘钢董事、徐丰贤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李善敏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总经理胡维泉先生、财务总监谢景全先生、董事会秘书吴隼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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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65,390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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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

融资券的议案》

8,492,361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宗爱华律师、刘晓力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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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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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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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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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384,911.32 596,120,910.90 7.09%

营业利润 55,896,319.27 54,136,881.58 3.25%

利润总额 57,330,088.91 55,589,350.11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18,805.22 47,409,003.42 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0 0.78 2.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5% 18.04% -1.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85,876,899.26 517,382,390.80 3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29,976,702.97 287,371,714.80 84.42%

股本 81,423,830.00 61,063,83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6.51 4.71 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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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因素说明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63,838.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01.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0%。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2,997.67万

元，同比增长84.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51元，同比增长38.22%。

上述业绩的取得，主要在于2017年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针对不同销售渠道制定相应的市

场政策，扎实推进业务发展；报告期间内，公司各项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运行良好，经营业绩稳中有升，且

公司于2017年12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36万股。

2、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间内，公司总资产为68,587.69万元，较年初增长32.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52,997.67万元，较年初增长84.42%；股本为8,142.38万股，较年初增长3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为6.51元，较年初增长38.22%。

上述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净利润的增长，以及2017年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036万股，所有者权益和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公告书》中，公司预计2017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约59,612.09�万元至62,592.69万元，较上年变动幅度为

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4,740.90�万元至4,977.95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5%；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约4,448.29万元至4,670.70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

度为0-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7.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比增

长3.4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较上年同比增长0.73%。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高于预期，其他指标基本在预计范围之内，不存在异常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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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18-01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赎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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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

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部

分自有资金以及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

以最高额度不超过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以及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适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进行滚动使用，并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详见公司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关于公司以

部分自有资金以及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2017年11月7日，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检测”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

“中信苏州分行” ）签订了《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8297期人民币结构

性理财产品合同》， 购买10,000万元理财产品，（详见公司公告2017-018关

于公司以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该产品于2018年2月26日到期

并收到相关收益，本次到期情况如下：

购买方 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年

化收益

率

投资收益

苏州市建设

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有 限

公司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

结构18297期人民币

结构性理财产品 （中

信银行）

10,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1月10日 2018年2月26日 4.40%

1,301,

917.81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购买方 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投资收益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核工业系列2号专项

私募基金 （宇艾基

金）

2,000

契 约

型 基

金

2017年11月3日

2018年5月4日

（具体结束日期

以产品结束日期

为准）

7.30% 未到期

苏州市姑苏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

款（浦发银行）

1,500

结 构

性 存

款

2017年11月2日 2018年1月31日 4.16% 153,895.83

苏州市建设

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有限

公司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

结构18297期人民币

结构性理财产品 （中

信银行）

10,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1月10日 2018年2月26日 4.40%

1,301,

917.81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启盈可选期限理财2

号（宁波银行）

5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2月27日 2018年1月26日 3.10% 12,739.73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870456期 （宁波银

行）

1,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2月27日 2018年1月29日 4.50% 40,684.93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启盈智能定期理财16

号（宁波银行）

1,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8年2月5日 2018年5月7日 4.35% 未到期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启盈智能定期理财16

号（宁波银行）

5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8年2月5日 2018年5月7日 4.35% 未到期

苏州市姑苏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

款（浦发银行）

1,000

结 构

性 存

款

2018年2月14日 2018年5月15日 4.45% 未到期

本次赎回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余额4,500万元，全部是以自有

资金投资。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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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以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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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李新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宋鹰先生进行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相关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李新宇 是

44,700,000 2017/2/16 2018/2/8

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3.23%

26,800,000 2018/2/2 2018/2/8

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3.93%

合计 - 71,500,000 - - - 37.16%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21日、2018年2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股权质押以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9、2018-007）。

2、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李新宇 是

38,200,000 2018/2/9 2019/1/16

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9.85%

个人资

金需求

宋鹰 是 14,400,000 2018/2/23 2018/5/31

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9.50%

补充质

押

合计 - 88,350,000 - - - - -

上述涉及的补充质押为宋鹰先生对2017年5月31日质押给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6,000,000�

股公司股份作的补充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06月0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9）。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李新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2,434,1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3%；李新宇先生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共145,64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5.68%，占公司总股本的13.11%。

截至公告披露日，宋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1,598,7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5%；宋鹰先生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共35,8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3.66%，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

4、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宋鹰先生对前次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宋鹰

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所持有的质押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

宋鹰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等方式应对，公司会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0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