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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8-043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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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拟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

1、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月3日发布公告，拟筹

划重大对外投资事项，进入在线教育领域，预计交易方式为现金收购、利用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收购等，预计总投资12亿元至20亿元。

2、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发布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基于公司战略

转型发展的需要，为开拓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并为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公司拟以现金

方式收购巨什科技100%股权，本次收购整体预估值为不超过10亿元。

上述公告分别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二、拟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1、公司上述拟投资的在线教育项目，由于涉及学历教育等问题，公司经过审慎考虑，认

为存在政策性等风险，决定终止实施该项目。

2、公司上述拟收购巨什科技100%股权项目，在经过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后双方未

达成协议，决定终止实施该项目。

公司目前业务重点是发挥自身优势，拓展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及综合管廊、重大市政及

路桥施工和基础设施PPP项目；同时，为了提升公司效益和价值，公司应加强转型发展，在

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项目进行并购投资。 公司将做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对拟投资的项

目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审慎决策，并认真做好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和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

2018-073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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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 ）的通知，获悉红星控股将

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红星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25,91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期为2018年6月12日，回购交易日

期为2021年6月10日。本次质押的股份占红星控股所持公司股份的1.04%，占公司总股本3,

938,917,038股的0.66%。 本次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2,480,315,772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A股，占公司总股本3,938,917,038股的62.9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控股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200,4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08%，

占公司总股本的5.09%。

二、质押目的

红星控股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是用于融资。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红星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还款来源

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红星控股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交易出现的

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18-074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欧盟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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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

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燎原药业” ） 收到匈牙利医药管理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Pharmacy� and� Nutrition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GMP证书相关信息

证书编号：OGYEI/49148-8/2017

企业名称：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

认证范围：原料药（盐酸噻氯匹定、米氮平、盐酸度洛西汀、硫酸氢氯吡格雷）

有效期至：2021年04月12日

发证机关：匈牙利医药管理中心

二、 GMP证书所涉的生产车间情况

车间名称 设计产能 主要生产产品

304车间、305车间 25吨/年 盐酸噻氯匹定

401、505（南）、405（北） 8吨/年 米氮醇、米氮平及其中间体

402、505（北）、405（北） 10吨/年

N-甲基度洛西汀、盐酸度洛西汀

及其中间体

407B、407C一楼、407C三楼 2吨/年 硫酸氢氯吡格雷

截至目前，上述生产车间累计投入人民币约3,019万元（未经审计）。

三、 主要产品的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基本情况 其他主要生产企业 产品市场情况

1

盐酸噻氯

匹定

盐 酸 噻 氯 匹 定 （英 文 名 称 ：

Ticlopidine�hydrochloride）。

作用：抗血小板聚集药。抗血栓

药噻氯匹啶活性成分， 预防和治疗

因血小板高聚集状态引起的心，脑

及其它动脉的循环障碍性疾患。

印度AARTI、 意大利

TEVA等

2017年，氯吡格雷原料药全

球销售76万公斤，比上一年

增长5%。其制剂成品药全球

销33.43亿美元，欧洲市场销

售额5.94亿美元， 美国市场

销售额1.35亿美元， 中国市

场销售额9亿美元， 全球其

他市场销售额17.14亿美元。

2 米氮平

米氮平（英文名称：mirtazapine）

作用：适用于抑郁症治疗。可改

善抑郁症状以及患者睡眠结构，提

高睡眠质量；较少引起性功能障碍，

提高患者依从性；使用方便、较少药

物相互作用、耐受性好。

印 度 MEGAFINE、

SUNPHARM、

TEVA； 西 班 牙

MEDICHEM等

2017年，米氮平原料药全球

销售5.12万公斤， 比上一年

增长5%。其制剂成品药全球

销售6.66亿美元， 欧洲市场

销售额2.03亿美元， 美国市

场销售额0.88亿美元， 中国

市场销售额0.36亿美元，全

球其他市场销售额3.39亿美

元。

3

盐酸度洛

西汀

盐 酸 度 洛 西 汀 ( 英 文 名 称 ：

Duloxetine�hydrochloride)。

作用：是Eli�Lilly公司开发的一

个5一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

取抑制剂。5一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

素均属中枢神经递质， 在调控情感

和对疼痛的敏度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度洛西汀能够抑制神经元对5一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

由此提高这两种中枢神经递质在大

脑和脊髓中的浓度， 故可用于治疗

某些心境疾病如抑郁症和焦虑症以

及缓解中枢性疼痛如糖尿病外周神

经病性疼痛和妇女纤维肌痛等。

华海药业、九洲药业、

海翔药业、 重庆圣华

曦 、 印 度

AUROBINDO、

TEVA、CADILA、

MYLAN、HETRO等

2017年，盐酸度洛西汀原料

药全球销售13.54万公斤，比

上一年增长8.9%。 其制剂成

品药全球销售15.15亿美元，

欧洲市场销售额 3.58亿美

元， 美国市场销售额4.20亿

美元， 中国市场销售额0.55

亿美元，全球其他市场销售

额6.82亿美元。

4

硫酸氢氯

吡格雷

硫酸氢氯吡格雷 （英文名称 ：

Clopidogrel�sulfate）。

作用： 是一种血小板聚集抑制

剂。抑制二磷酸腺苷（ADP）与它的

血小板受体的结合及继发的ADP介

导的糖蛋白GPlllb/llla复合物的活

化，因此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氯吡格

雷必须经生物转化才能抑制血小板

的聚集， 但是还没有分离出产生这

种作用的活性代谢产物。

信立泰、杭州民生、华

海药业、京新药业、车

头制药、新东港、印度

DR.REDDY、

AUROBINDO、

SUNPHARM、

CADILA、TEVA、 欧

洲 SANDOZ、KRKA、

SANOFI 美 国

MYLAN、 加 拿 大

APOTEX等

2017年，盐酸噻氯匹定原料

药全球销售6.01万公斤，比

上一年下降13.60%。 其制剂

成品药全球销售0.39亿美

元， 欧洲市场销售额0.16亿

美元， 中国市场销售1.38万

美元， 其他市场销售额0.22

亿美元。

注：产品市场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资料。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欧盟国家的GMP互认制度，本次公司获得匈牙利GMP证书说明公司相关产品的

质量管理体系已符合欧盟标准。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

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33

证券简称：合金投资 公告编号：

2018-028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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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6月9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收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新疆合金睿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河南西路60号1

栋601室；

4.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0MA780JXGXR；

5.法定代表人：康莹；

6.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8年06月11日；

8.营业期限：2018年06月11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

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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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新疆合金睿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6

月

14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润元大双鑫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6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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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宏毅

任职日期 2018-06-12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过往从业经历

2009年7月至2010年4月担任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2010年5月至2017年7月担任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宏观分

析师，2017年7月正式加入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

研究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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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73

华润元 大安

鑫灵活 配置

混合型证 券

投资基金

2018-0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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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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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监

局备案。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8-20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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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本公司” 或“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8年5月31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18年 5月31日， 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以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779,884,2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

税）。 共计需派发红利116,982,630元，结余的594,815,926.85元未分配利润转至以后年

度分配。 本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79,884,2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6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6月2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60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6月6日至登记日：2018年6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02室证券事

务部

咨询联系人：杨志春、李晓波

咨询电话：0551-65771035

传真电话：0551-65771005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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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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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349号《关于对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现就相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1、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8.19亿元，同比增长15.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71亿元，

同比增长42.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37亿元，同比下降41.82%，其中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25亿元、2.27亿元、2.23亿元、2.45亿元，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净利润分别为0.10亿元、0.26亿元、0.15亿元、0.20亿元，第一季

度至第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0.23亿元、-0.10亿元、-0.42亿元、0.66亿元，请说明以下事项：

（1）结合你公司业务情况、销售政策、行业周期、市场供求情况等说明2017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

收入、净利润变动不一致的原因。

（2）请结合收入构成、成本确认、费用发生、销售回款等情况分析分季度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不配比的原因和分季度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并说明公司销售是否具有季节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跨期结转成本费

用等情形。

回复：

（1）结合你公司业务情况、销售政策、行业周期、市场供求情况等说明2017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

收入、净利润变动不一致的原因。

2017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趋势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与公司业务特点、经营

性应收应付项目期末的增减变化有关。

公司主业为促销品，主要客户为世界500强企业及国内知名企业，销售规模大、信誉良好。 客户通常以应收款项的形式

与公司进行结算，合同约定的信用账期一般约为60-120天，公司实际账期以3-5个月为主。 而本公司的供应商主要为规模

较小的生产加工型企业，资金能力有限，本公司对其的应付账款账期一般在2个月之内，且部分还需预付款项，付款账期远

小于收款账期。 另外，由于客户对促销品不断求新求变，公司采购的产品品类众多，上游供应商不断变化，相应对于不同的

供应商付款条件、账期也有所不同。本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小于去年同期，主要是供应商构成有所变化，对供应商的付款

增加较大所致。本期第一大供应商弓箭玻璃器皿（中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刚刚合作，给公司的账期较短，且要求较高比例

的预付款，造成本期付款较大，导致经营现金流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较大。 2017年，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政策、公司销售政策

不存在显著变化。

应收款项与应付款项同期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化

应收账款 26,876.25 26,835.87 40.38

预收账款 1,076.66 1,189.14 (112.48)

应收款项余额 25,799.59 25,646.73 152.86

应付账款 9,118.35 11,808.31 (2,689.96)

预付账款 1,239.92 612.68 627.23

应付票据 303.03 642.42 (339.39)

应付款项余额 8,181.46 11,838.05 (3,656.59)

由上表可见，期末应收客户款项余额没有显著变化，而应付供应商款项余额下降较大，故2017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净利润变化趋势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对供应商的付款较大造成，与公司的业务特点相符。

（2）请结合收入构成、成本确认、费用发生、销售回款等情况分析分季度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不配比的原因和分季度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并说明公司销售是否具有季节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跨期结转成本费

用等情形。

（A）分季度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不配比的原因

公司2017年各季度利润表如下：

万元

项目

2017年一季

度

2017年二季

度

2017年三季

度

2017年四季

度

2017年合计

一、营业总收入 12,527.20 22,672.22 22,250.12 24,476.21 81,925.75

其中：营业收入 12,527.20 22,672.22 22,250.12 24,476.21 81,925.75

二、营业总成本 11,338.42 19,556.47 20,482.26 22,408.23 73,785.38

其中：营业成本 9,248.25 16,658.97 17,417.92 19,021.03 62,346.18

税金及附加 75.72 161.64 95.51 51.01 383.87

销售费用 1,248.44 1,951.81 2,055.01 2,434.59 7,689.85

管理费用 630.32 658.49 812.77 994.30 3,095.88

财务费用 75.37 23.44 -11.20 46.24 133.84

资产减值损失 60.33 102.13 112.25 -138.94 135.7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 -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9.18 26.70 61.04 111.03 217.9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 -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 - - - -

其他收益 - 28.84 46.60 246.00 321.44

资产处置收益 - - - 4.91 4.9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1,207.96 3,171.29 1,875.50 2,429.91 8,684.66

加：营业外收入 0.10 4.29 -4.26 0.1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 - 4.29 -4.29 -

减：营业外支出 - 1.12 1.1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

填列）

1,207.96 3,171.39 1,879.79 2,424.52 8,683.66

减：所得税费用 204.06 489.40 316.93 407.03 1,417.4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1,003.90 2,681.99 1,562.86 2,017.50 7,266.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049.65 2,609.79 1,490.14 1,995.62 7,145.20

少数股东损益 -45.75 72.20 72.72 21.87 121.04

公司净利润表构成中，对净利润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项目，其他项目金额均

较小，影响不大。

各季度毛利率、销售费用率如下：

项目 2017年一季度

2017年二季

度

2017年三季度 2017年四季度 2017年合计

毛利率 26.17% 26.52% 21.72% 22.29% 23.90%

销售费用率 9.97% 8.61% 9.24% 9.95% 9.39%

管理费用 630.32 658.49 812.77 994.30 3,095.88

上表显示公司毛利率季度间存在一定的波动。 毛利及毛利率各类别各季度构成如下：

2017年一季度

2017年二季

度

2017年三季度 2017年四季度 2017年合计

毛利按业务分类

促销品 2,693.88 4,902.45 4,306.17 4,525.17 16,427.67

促销服务 472.50 1,003.06 513.54 920.42 2,909.52

特许及贵金属工艺品 112.57 107.74 12.48 9.59 242.38

合计 3,278.95 6,013.25 4,832.19 5,455.18 19,579.57

毛利率按业务分类

促销品 25.31% 26.09% 21.86% 21.62% 23.45%

促销服务 29.59% 27.55% 20.92% 26.50% 26.05%

特许及贵金属工艺品 39.42% 44.48% 12.50% 13.54% 34.70%

合计 26.17% 26.52% 21.72% 22.29% 23.90%

新颖性和时效性是促销品的重要特点之一，不同客户、不同时期的不同促销活动，往往选择的促销品不尽相同。公司提

供的促销品种类繁多，不同订单促销品的毛利率受该次投标的竞争程度、促销品单价、客户营销预算、产品加工难度、批量

规模等多个因素影响，不同订单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①一般而言，公司的促销品订单需要通过竞标方式取得，在提案获得客户认可后，客户通常需要在服务商之间进行比

价，如果促销品独特性不高，为赢得订单只能在采购成本上加成较低的毛利率；如果被客户选中的促销品是独家的创意或

者提案新颖性、排他性较高，其他服务商无法参与比价，订单毛利率会相对较高。

②促销品单价的差异也会对毛利率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单价低的促销品，在成本基础上加成相对较低的边际利润即

可取得相对较高的毛利率。

③客户对每次促销活动投入的费用不同，如果客户当次促销预算较宽松，发行人在锁定成本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相对

更高的订单报价，从而获得较高的毛利率。

④在竞争中，如果能提案、设计一些有加工难度的产品，则可以通过锁定上游供应链提高竞争对手参与竞价的难度；而

加工难度大意味着对加工厂商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采购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降低公司的订单毛利率。

⑤订单的采购规模对毛利率影响很大，采购规模大的订单能够从上游供应商获得较大让利，因此毛利率较高；同时，订

单规模大，对服务商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要求较高，一些竞争对手由于无法组织加工厂商短时间内完成大批量生产和供货，

而无法参与竞争，从而为公司取得更高毛利率提供空间。

2017年下半年促销品毛利率较低，主要是公司下半年对伊利、华为的销售收入较大，而这两家客户所选用的促销品多

为市场竞争激烈的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

促销服务三季度毛利率较低，其他季度差别不大，主要是三季度服务收入中的数字化促销服务中数字化促销品（电影

票、视频网站会员资格、移动流量包等）收入较大，而该类产品毛利率较低。

特许及贵金属工艺品毛利率受产品材质的差异、是否有贵金属交易手续费的不同而毛利率差异较大。公司白银工艺品

毛利率较高，而黄金工艺品毛利率较低。 同时，在银行渠道销售的特许及贵金属工艺品由于存在贵金属交易手续费而毛利

率较高、同时销售费用较高，在其他渠道销售的没有此手续费毛利率较低、同时销售费用较低。公司上半年主要以银行销售

的银制产品为主，毛利率较高；下半年此类销售较小，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毛利率下降。 特许及贵金属工艺品整体收入较

小，对整体毛利率波动影响很小。

公司季度间销售费用率变化不大，其中一季度销售费用率较高，主要是由于收入较低所致，而四季度较高主要是年末

计提奖金所致。管理费用在季度间有一定的波动，其中三季度较高主要是公司承担的科委北京礼物项目集中研发发生的样

品、模具等费用较高所致，四季度较高主要是年末计提奖金、计提审计费等因素所致。

公司的促销品业务及促销服务业务具有节假日特征，一般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公司第二季

度营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暑促等促销相对较多造成；第四季度营业收入金额一般占比最高，主要是由于四季

度圣诞、元旦及次年春节一般为最重要的促销活动时间，相对促销力度较大。 报告期一季度收入较低主要是受2017年春节

较早（一月中旬）的影响，客户2016年春促订单主要在2016年年末完成，并相应确认为2016年销售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全年收入的上述季节性特征符合公司客户需求情况及所处行业特点，各季度收入分布情况与公司经营

特点相匹配，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跨期结转成本费用等情形。

（B）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

2017年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构成如下：

项 目

2017年一

季度

2017年二季

度

2017年三季

度

2017年四季

度

2017年合计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135.72 32,062.33 24,998.16 31,861.26 109,057.47

收到的税费返还 0.90 17.03 18.41 7.49 43.8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6.01 433.18 147.87 -19.40 827.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402.63 32,512.54 25,164.44 31,849.36 109,928.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139.40 30,090.02 25,262.18 20,764.66 90,256.2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60.05 1,471.08 1,812.64 1,283.92 6,227.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48.65 704.64 832.12 1,688.25 4,773.6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66.05 1,261.91 1,436.24 1,529.89 4,994.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114.16 33,527.65 29,343.18 25,266.72 106,25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8.47 (1,015.11) (4,178.74) 6,582.63 3,677.25

2017年度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存在较大波动与公司业务特点、 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期末的增减

变化有关。公司主要客户为世界500强企业及国内知名企业，应收账款实际账期以3-5个月为主。而本公司的供应商主要为

规模较小的生产制造型企业，资金能力有限，本公司对其的应付账款账期一般在2个月之内，且部分还需预付款项，付款账

期远小于收款账期。另外，上游供应商一般以小商品生产加工企业为主。但由于促销品的特点为产品不断变化，每次促销采

购的产品变化较大，导致上游供应商也不断变化，相应对于不同的供应商付款条件、账期也有所不同。

一季度经营现金流高于当期利润主要是由于当期收入、成本较低，付款较少，而收到的上年度应收账款回款较大。

二季度经营现金流为负数主要是由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大。 公司二、三季度收入、成本较高，由于供应

商账期较短，相应支付的采购货款较大（包括预付账款及预付采购进度款）。

三季度经营现金流为负数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小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大。 公

司二季度收入较高主要是暑促较大造成，相应收入确认集中在六月份。 由于应收账款的实际账期以3-5个月为主，故三季

度收款主要为一季度及二季度前半段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由于该部分收入较小，相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小。 而三、四季度收入、成本较高，相应支付的采购货款较大（包括预付账款及预付采购进度款）。 另外，三季度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高，主要是由于公司上年度奖金一般在一、三季度各约发放一半，造成此项目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较大。

四季度经营现金流为正数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大，主要是由于二、三季度收入较大，相应形成

的应收账款大量收回所致。

2、本报告期，你公司促销品毛利率为23.45%，同比上升1.69个百分点，促销服务毛利率为26.05%，同比下降7.85百分

点。 同时你公司2017年出口收入为2,990.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490.08%。 请说明以下事项：

（1）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产品销售情况及成本价格走势等因素量化说明促销品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公

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本报告期促销服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2）请补充披露出口的主要地区及各出口地区收入占比情况并说明本年度出口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1）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产品销售情况及成本价格走势等因素量化说明促销品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公

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本报告期促销服务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A）最近3年，公司营销业务毛利率如下：

项目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营销业务毛利率 23.81% 24.00% 24.88%

1、促销品业务毛利率 23.45% 21.76% 23.68%

2、促销服务业务毛利率 26.05% 33.90% 30.78%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 公司营销业务 （包含促销品供应和促销服务） 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4.88%、24.00%和

23.81%，呈稳中略降态势。 其中，促销品供应毛利率分别为23.68%、21.76%和23.45%，2016年相对较低，2015年和2017年基

本持平。 2016年，公司重点开发的促销品业务客户伊利的收入实现突破式增长，为扩大市场份额公司对伊利采用了相对较

低的报价策略，毛利率水平较低，导致综合毛利率略有下滑；2017年，公司已成为伊利的核心供应商，对伊利的经营策略也

从抢占市场份额向提高盈利水平转变，2017年公司对伊利的销售收入从2016年的12,079.83万元减少到9,663.05万元，在

公司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从2016年的17.09%下降到2017年的11.79%， 因此2017年促销品业务毛利率基本回到2015年水

平。

公司是细分行业唯一一家上市公司，整合营销行业的其他A股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均为广告业务，而公司是凭借创意策

划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向客户销售产品，没有直接可对标的上市公司。 促销品业务涉及的促销品种类繁多、主要以线下经营

为主，业务模式与百货零售公司存在一定相似性。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公司来自于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销售收入

占比合计为91.29%、88.50%和91.96%，公司的促销品销售业务主要客户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因此选

取主要经营区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百货零售行业公司作为公司促销品业务的可比上市公司（与招股书一致）。

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公司促销品业务毛利率与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 主要经营区域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王府井

商品零售和商业物业

出租业务

北京 20.72% 20.75% 21.43%

首商股份 商业零售 北京 23.26% 21.57% 22.76%

广百股份 百货零售服务 广州 15.48% 18.27% 19.30%

翠微股份 百货商品零售业务 北京 20.08% 21.06% 21.02%

益民集团 商业批发零售 上海 36.43% 24.43% 22.61%

新世界 百货零售 上海 28.94% 29.32% 28.97%

徐家汇 百货零售 上海 22.67% 30.35% 30.71%

行业平均 23.94% 23.20% 23.83%

公司 23.45% 21.76% 23.68%

公司促销品供应业务毛利率与可比上市公司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B）促销服务收入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于促销品电商平台收入毛利率下降造成。 本期电商平台共计实现服务收入6,

383.22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544.34万元，主要为百威多利网营销物料电商平台收入减少。 2016年百威多利网平台服务

收入为4,984.70万元，由于该平台交易额较大，规模化效应明显，相应毛利率较高。2017年公司未再与百威公司续约此平台

服务，导致数字化营销收入及整体服务收入及毛利率下降。相关事项及风险公司已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

了风险提示。

（2）请补充披露出口的主要地区及各出口地区收入占比情况并说明本年度出口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出口的主要地区及收入占比情况：出口主要为中国香港、越南、哥伦比亚等国家或地区，各自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国家或地区 收入金额（万元） 占比

中国香港 2,435.44 81.45%

越南 296.45 9.91%

哥伦比亚 127.05 4.25%

柬埔寨 79.80 2.67%

墨西哥 33.07 1.10%

巴基斯坦 9.87 0.33%

沙特 8.57 0.29%

合计 2,990.25 100.00%

本年度出口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本年度公司对第二大客户华为海外子公司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华为公司从2016年

的第八大客户成长为本期的第二大客户，实现收入11,065.51万元，上升7,950.26万元，增长255.20%。 其中华为香港、越南、

哥伦比亚等华为海外子公司合计收入2859.66万元，占全部出口收入的95.63%。

3、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5.05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61.64%，主要为宝洁、

华为、伊利、雀巢、辉瑞等公司，请结合公司经营特点，分析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变动情况，以及你公司是否对大客户存

在重大依赖及你公司防范过度依赖风险的措施。

回复：

（1）近三年前五大客户的变动情况

最近3年公司对前5大客户销售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占比

1 宝洁 14,529.96 17.74%

2 华为 11,065.51 13.51%

3 伊利 9,663.05 11.79%

4 雀巢（含惠氏） 8,281.93 10.11%

5 辉瑞 6,960.47 8.50%

合计 50,500.92 61.64%

2016年

1 伊利 12,079.83 17.09%

2 宝洁 9,934.11 14.05%

3 百威 6,259.40 8.86%

4 戴尔 4,910.85 6.95%

5 雀巢（含惠氏） 4,743.06 6.71%

合计 37,927.25 53.66%

2015年

1 宝洁 15,521.28 28.03%

2 辉瑞 5,022.29 9.07%

3 雀巢（含惠氏） 3,909.22 7.06%

4 戴尔 3,734.67 6.74%

5 百威 3,430.71 6.19%

合计 31,618.17 57.09%

最近3年，公司前五大客户每年只有1名客户发生变化，2016年和2017年分别有伊利和华为进入前五大客户，而当年跌

出前五名的客户也仍为公司核心客户，只是对伊利和华为的业务经过1-2年的培育，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迅速崛起。前5

大客户单体销售额在各年间有一定波动，与客户对促销品费用投入、公司业务策略调整（注重收入规模或是注重盈利水

平）、对客户份额竞争的激烈程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关。 但总体上，最近3年公司核心客户基本保持稳定，进入前5大的门

槛逐年提升，前五大客户贡献的销售总额持续增长。

（2）核心客户的稳定性

公司与主要客户开展业务的基本模式为：双方签署年度框架性供应协议、购买协议或者服务协议，对产品或服务质量、

交货及验收、服务内容、付款周期等相关事项做出原则性约定；根据上述框架协议，双方通过采购订单对具体销售产品、数

量及价格等细节进行确定。 公司主要服务的客户为世界500强企业及国内知名公司，该等客户对于职能外包中供应商的选

择较为谨慎，通常会建立严格的供应商资格认证体系，同一类外包业务使用的供应商数量不多；一旦成为客户的合格供应

商，除非发生不可抗力（如客户不再开展相关业务）或公司重大产品质量事故等情形外，客户不会随意更换供应商。

公司在宝洁、辉瑞、惠氏、戴尔、百威、伊利、拜耳、华为等核心客户的促销品采购业务中占据相对领先的份额。由于供应

商重新考核、评审环节复杂，客户更换供应商的成本很高；同时，公司在促销方案策划、促销品设计、综合服务、供应商管理、

产品质量控制、规范运营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核心客户不再与公司开展业务合作的可能性极低。 公司与现有主要

客户的业务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3）大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

最近3年，公司前5大核心客户的收入占比较高，且2017年大客户集中度同比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公司的核心客户均

为世界500强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其销售规模巨大，促销品随其产品销售发放给消费者，数量巨大，虽然促销品采购费用

占客户销售额比例不高，但相对于本公司的经营规模就显得很大。 在大客户的营销费用中争取更大订单份额，往往比做小

客户的订单有规模效应，效率更高，对公司提升盈利水平更为有利。当然，另一方面，对核心客户销售收入的波动，对公司经

营业绩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4）降低客户集中风险的措施

公司始终把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小客户集中风险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公司重点开拓药品与保健品、食品饮

料、奶粉与乳制品等发展前景良好、营销费用规模较大且稳定的消费型行业客户。客户所处行业趋于分散，客户结构更加合

理，对单一客户不存在重大依赖。

除了前5大核心客户，公司还储备了一批有进一步开发潜力的长尾客户。 最近3年，销售额贡献在200万元以上的客户

如下：

项目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收入贡献在200万元

以上客户家数

32 29 24

除前10大客户外，收

入贡献在100万元以

上的其他重要客户

招商银行、佳能、微软、西

门子、玛氏、美赞臣、阿里

巴巴、惠普、菲仕兰食品、

NBA、 益海嘉里、 维沃通

信、百度、埃克森美孚、奔

驰汽车、蔚来汽车、宜信、

联合利华、中外运、罗氏、

联想

北京银行、佳能、施耐德、

微软、联合利华、美赞臣、

西门子、惠普、益海嘉里、

恒大农牧、步步高、联想、

中外运、百度、招商银行

华为、施耐德、西门子、惠

普、美赞臣、佳能、益海嘉

里、百度、阿里巴巴、联想、

中外运、 招商银行、NBA、

罗氏、联合利华、康明斯、

王府井、红牛

公司将加大长尾客户和新客户开发力度，公司最近3年的前10大客户中，始终保持2家以上建立业务关系时间在2年以

内的新客户。公司成为细分行业内第一家上市公司，品牌效应将助力公司开拓新的行业头部客户。另外，公司在数字化创新

业务方面的综合能力（方案策划、IT开发、UI设计、电商运营、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有助于公司在新客户的数字化业务招

标中获得机会，从而成为新客户的服务商。 2018年，公司已签约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宜信、VIPkid、可口可乐、英

超曼城俱乐部等新客户。

4、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2.70亿元，坏账准备金额128.15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0.47%，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2.69亿元，占总资产的37.62%。 请结合你公司的销售信用政策、期后销售回款情况、可比上市公司数据等

说明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审慎。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的原因

首先，公司主要从事的促销品销售业务存在较强的节假日特征，客户通常在节假日期间进行大规模促销。由于圣诞、元

旦、春节的促销是客户进行促销活动的主要周期，因此公司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相应较高。其次，公司客户主要以宝洁、惠氏、

辉瑞、戴尔、伊利、华为等世界500强公司及国内大型企业为主，这些客户大部分均有各自固定的付款账期和结算付款流程，

导致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与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2017年12月31日

华谊嘉信 300071 46.27%

蓝色光标 300058 36.45%

平均值 -- 41.36%

元隆雅图 002878 37.62%

综上，报告期末元隆雅图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占资产比例较高，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

司基本一致，符合公司业务模式特点和行业特点。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

（A）主要客户信用政策以及期后回款

报告期末， 元隆雅图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7,004.40万元， 其中前五名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64.05%，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信用政策及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

期末余

额

（万元）

占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

例%

账龄 信用政策

截止2018年5

月31日期后

回款情况

惠氏（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

5,387.46 19.95 6个月以内

收到产品或服务，通过验

收并取得发票后120天

全部收回

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056.70 15.02 6个月以内

收到合格货物及发票后

45天内以银行承兑汇票

或60天内以银行电汇付

款

全部收回

华为终端（东莞）

有限公司

3,722.70 13.79 6个月以内 收到合格发票后30天 全部收回

广州壹加市场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

2,402.05 8.9 6个月以内

发票送达对方指定地点

后126天

全部收回

HuaweiDevice

（HongKong）

Co.,Limited

1,726.04 6.39 6个月以内 收到合格发票后30天 全部收回

合计 17,294.94 64.05 -- -- --

综上，期末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账龄均在6个月以内。 经检查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期后

回款总额占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96.50%，占6个月内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96.80%。 公司主要客户信用情况良

好。

（2）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A、元隆雅图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7,004.40万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种类

期末数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净额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 -- -- --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26,922.62 99.70 46.37 0.17 26,876.25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81.78 0.30 81.78 100.00 --

合计 27,004.40 100.00 128.15 0.47 26,876.25

其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数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净额

1年以内 -- -- -- -- --

其中： 6个月以内 26,752.05 99.37 -- -- 26,752.05

7-12个月 85.51 0.32 4.28 5.00 81.23

1年以内小计 26,837.56 99.69 4.28 0.02 26,833.28

1至2年 1.08 - 0.10 10.00 0.98

2至3年 83.98 0.31 41.99 50.00 41.99

合计 26,922.62 100.00 46.37 0.17 26,876.25

B、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公司应收账款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其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中的账龄组合按照账龄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账龄分析法下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华谊嘉信 蓝色光标 元隆雅图

3个月以内 0 0 0

3-6个月 1 0 0

7-12个月 5 2 5

1-2年 10 30 10

2-3年 50 100 50

3年以上 100 100 100

综上，元隆雅图公司账龄在6个月以内应收账款26,752.05万元，占期末余额的比例99.07%，为客户正常信用期内的账

款。 公司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主要为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知名企业，信用状况良好且管理规范，能够按合同约定的账期

付款，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小。同时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基本一致；因此，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是充分、审慎的。

5、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1,239.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2.37%，请结合公司业务模式、采购结算模式、收

入增长情况说明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模式、付款模式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回复：

公司预付款项主要是预付的促销品采购款。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预付款项金额为1,239.92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比例为1.80%，占比较低，总体重要性较小。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2.37%，主要是由于公司的业务特点、不同

的供应商情况造成，对供应商的采购模式、付款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业为促销品，上游供应商一般以小商品生产加工企业为主。 但由于客户对促销品不断求新求变，公司采购的产

品品类众多且不断变化，导致上游供应商也不断变化，相应对于不同的供应商付款条件、账期也有所不同。公司一般对合作

时间长、订单金额大的供应商有较好的账期，相应预付也较小；而对于合作时间较短或订单金额不大的供应商账期较短，或

预付款较大。 2017年末供应商中预付前五名金额为537.86万元，占比43.38%，这些供应商合作时间较短，账期较短，预付的

比例较高。 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是否关联方 金额（万元）

占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的比例%

弓箭玻璃器皿（中国）有限公司 否 208.58 16.82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否 105.72 8.53

深圳市创品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否 78.85 6.36

宁波皇子玩具有限公司 否 76.03 6.13

深圳市鑫庞龙发印刷有限公司 否 68.68 5.54

合计 537.86 43.38

6、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含押金及备用金380.50万元，占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的57.00%，请说明该押金及备

用金具体明细及形成原因，并说明其他应收款中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自查是否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如存在，请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情况。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押金及备用金主要为北京、上海、深圳办公室的房租押金，公司租赁的仓库押金，以及客

户的业务执行保证金等，均为正常业务经营发生，欠款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

押金及备用金具体明细及形成原因见下表。

债务人 期末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育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79.68 北京办公室房租押金

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42.28 深圳办公室房租押金

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0.00 北京世园会项目业务执行保证金

上海世界贸易商城有限公司 30.52 上海办公室房租押金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15.00 业务执行保证金

百利威仓储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10.71 仓库押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0.00 业务执行保证金

上海增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9.46 仓库押金

戴尔小仓押金 9.03 仓库押金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4 业务执行保证金

深圳市天地达物流有限公司 4.97 仓库押金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00 业务执行保证金

京东网上银行 3.00 京东店业务执行保证金

深圳市德茂物流有限公司 2.76 仓库押金

成都鑫创捷物流有限公司 2.65 仓库押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0 业务执行保证金

其他 9.30 办公及差旅备用金

合计 380.50

特此说明。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