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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77

证券简称：银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6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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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18/6/20 － 2018/6/21 2018/6/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16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8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0,12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18/6/20 － 2018/6/21 2018/6/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杭州俊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银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周俊杰、吕威、蒋小林、朱智毅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元，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

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

人民币 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

股人民币 0.13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6265988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

2018-050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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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8年6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发布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2018年6月19日召开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

现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事项。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下午2:4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6月18日———2018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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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09:

30至11:30，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6月18日15:00至2018年6月19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中晶科技广场B座7F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查阅2018年6月

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会议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各项提案的编码如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亦可办理登记。

2.登记地点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中晶科技广场B座7F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3.登记时间

2018年6月14日至6月15日每天8:30-11:30，14:30-17:30； 股东亦可在会议召开当

日进行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1.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16

（2）投票简称：国医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6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3.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6月18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8年6月

19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其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事项:

邮政编码： 710075

联系电话： (029)� 87217854

传真号码： (029)� 88330170

联 系 人： 杜睿男

七、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事宜委托如下：

1.代理人对会议议案(是 /否)具有表决权。

2.代理人代表本人(本单位)：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3.代理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 /�否 )具有表决权，如有表决权则具

体指示是：()。

4.如对1-3项不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是 /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号：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

600073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公告编号：

2018-026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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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6/21 － 2018/6/22 2018/6/2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4月27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37,729,47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8,131,884.1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6/21 － 2018/6/22 2018/6/2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 0.0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由其代

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相关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即每股派发红利 0.02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

定，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0.027�元派发现金红利，本公司将按照 10%的税率为其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如该类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居民企业股东现金红利亦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发放，不进行所得税税项扣除，由其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每股

现金红利为 0.03�元。

（5）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市恒丰路 601�号上海邮电大厦

联系部门：公司董（监）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王巍

联系电话：021-22257117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286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18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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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盈电子” 或“公司” ）于2017年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08月25日

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一、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为充分利用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18年03

月08日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2018年第

143期收益凭证。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03月1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

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4）。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将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取得理财收

益合计人民币517,415.02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本金

及收益均已全部收回。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万）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

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万）

实际

收益（元）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

君柜宝一号

2018年第143期

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

固定收益

型

4,000 2018-03-09 2018-06-11 4.95% 4,000 517,415.02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受托人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

（万）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

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

回本金

金额

（万）

实际

收益（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

券君柜宝一

号2017年第

153期收益

凭证

本金保

障固定

收益型

6,000 2017-09-05

2017-12-0

4

4.65% 6,000 695,589.04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

券君柜宝一

号2017年第

314期收益

凭证

本金保

障固定

收益型

6,000 2017-12-06

2018-03-0

5

5.20% 6,000 769,315.07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

券君柜宝一

号2018年第

143期收益

凭证

本金保

障固定

收益型

4,000 2018-03-09

2018-06-1

1

4.95% 4,000 517,415.02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经全部

到期赎回。

三、备查文件

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6月14日

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18-050

可转债代码：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停牌前股东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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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6日与保利协鑫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协鑫能源” ）签订《关于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事宜的框架协议》。 公司正筹划收购保利协鑫能源下属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

股权，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鉴于该事件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代码：601727）自2018年6月6日起停牌，并于2018年6月7日发

布了《上海电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2016年5月21日发布的 《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

引》，现将本次截至停牌前1个交易日（2018年6月5日）公司股东总人数及前10大股东、前

10大流通股股东情况披露如下：

1、股东总人数

截至2018年6月5日，公司股东总数321081户，其中A股：320868户，H股：213户。

2、前10大股东

截至2018年6月5日，公司前10大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8,662,879,405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967,119,500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5,311,433

4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390,892,194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4,557,516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793,200

7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69,348,127

8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40,937,826

9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739,251

10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39,251

3、前10大流通股股东

截至2018年6月5日，公司前10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6,970,073,647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967,119,500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5,311,433

4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390,892,194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74,557,516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793,200

7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40,937,826

8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25,541,00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891,200

1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1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2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3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5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6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7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1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030,327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8-051

可转债代码：

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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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正筹划收购保利协鑫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为一家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为3800）下属江苏中能硅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根据相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就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与有关各方进行商讨、论证。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文件，及时公告并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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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8-085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报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东方” 或“公司” ）于2018年5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98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后，公司董事会会同公司 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所提各项询问逐项进行了认真核实与分析，已按相关要求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回复。 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年报“主营业务分析”显示，电视剧业务本报告期营业收入约4.36亿元，毛利率为53.62%，同比上

升27.47%。

（1）请你公司说明当期电视剧业务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

回复：公司2017年电视剧业务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 ）于2017年11月8日与井冈山

市星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星斗企业”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盟将威收购星斗企业持有的河北

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当代” ）49%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9,378.22万元，盟将威以

其自身账面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余额共计人民币29,378.22万元向星斗企业进行等额支付。 为明确交易双方的

权益交割时点，根据协议约定，作为股权对价支付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在2017年11月20日之前的收益仍归

盟将威所有，在2017年11月20日之后的收益归星斗企业所有。

上述作为股权对价的预付账款中，盟将威于2017年11月20日前收到部分投资收益4,058.00万元，公司将

其全部确认收入，由于该预付账款对应的投资本金已作为交易对价由星斗企业承接，导致公司收入增加的同

时整体毛利率增加。

2、本期公司加强了业务销售和新业务拓展，同时加大了对存量剧资产的盘活，具体为：2017年子公司新增

了电视剧代理发行业务，产生发行收入1,761.79万元；同时，公司对以前年度成本己结转完毕的存量剧进行了

盘活销售，产生收入3,699.30万元；在此基础上公司还通过自制剧销售和利用团队行业资源优势购入优质二

轮剧，提升了毛利率水平。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当期电视剧业务毛利率增加。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前五大影视作品，列明影视作品名称、主要演职人员、作品首播

时间、作品拍摄发行计划于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日期、作品对应的营业收入、销售客户名称。 如单项影视作品涉

及多个销售客户，或对同一客户涉及多轮销售，请分别列示。

回复：2017年，占公司营业收入前五大影视作品相关情况如下：

作品名称 主要演职人员

首播

时间

营业收入(元) 客户名称 拍摄计划披露时间

《嘿，孩子》

导演：杨亚洲

演员：蒋雯丽、李小冉、郭

晓冬

2016年11月

7日

86,037,735.85

春天融和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2016年3月25日披露于

《2015年年度报告》

《军师联盟》

导演：张永新

演员：刘涛、吴秀波

2017年6月

22日

35,465,801.89

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5日披露于

《2015年年度报告》

《龙珠传奇》

导演：朱少杰、周远舟

演员：杨紫、秦俊杰

2017年5月7

日

14,646,226.42

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

司

2018年4月28日披露于

《2017年年度报告》

《女儿红》

导演：李三林

演员：沈泰、王力可

2017年7月

23日

17,090,283.02

浙江雕刻时光影视发

展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5日披露于

《2015年年度报告》

《红色》

导演:�杨磊

演员：陶虹、张鲁一

2014年9月

18日

10,867,924.53 云南电视台

2014年6月21日披露于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议案

2.你公司年报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相关信息显示，公司当期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之比

为60.56%，同比上升15.56%，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之比为94.33%，同比下降24.19%，请

你公司公司结合已披露的前五大销售客户，说明销售款项是否已于资产负债表日收回，如未收回的，请说明期

后回款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公司年报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科目执行的审计程序。

序号 对比指标 2017年（元） 2016年（元） 变动

1 应收账款 496,771,760.52 443,546,728.41 12.00%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73,719,763.22 1,167,993,109.31 -33.76%

3 营业收入 820,254,142.07 985,528,211.12 -16.77%

4 赊销占比=1/3 60.56% 45.01% 15.56%

5 收现占比=2/3 94.33% 118.51% -24.19%

回复：公司2017年报中已披露的前五大销售客户回款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2017年12月31日前己收

回（含税）

2017年12月31日后己收

回（含税）

1 霍尔果斯春天融合传媒有限公司 86,037,735.85 32,000,000.00

2 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5,465,801.80 35,465,801.80

3 安徽广播电视台 33,726,414.18 19,500,000.00 16,250,000.00

4 北京凯领轩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7,358,490.55 22,245,600.00 -

5 杭州摩天广告有限公司 27,283,018.91 9,000,000.00 8,240,000.00

合计 209,871,461.29 118,211,401.80 24,490,000.00

会计师对公司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科目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审计中会计师对应收账款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管理层与信用控制、账款回收和评估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并评价

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评价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账龄区间划分是否恰当，结合客户规模、信用情况、历史

违约证据及历史回款情况综合评估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关注账龄较长款项的性质及是否存在诉讼等情况；

（3）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收到的回款；

（4）实施函证程序，并核对函证结果是否相符;

（5）对未回函且期后未回款的应收账款实施替代程序，替代程序包括检查业务发生的合同及其他证明业

务发生的文件。

2、审计中会计师对营业收入实施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通过检查企业销售合同核查营业收入的确认条件、方法、时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期是否一

致；核查偶然性的收入是否符合收入确认原则、方法；

(2)实质性分析程序： 1)将本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比较，分析产品销售的结构和

价格变动是否异常，并分析异常变动的原因；2)计算本期重要产品的毛利率，与上期比较，检查是否异常，各期

之间是否存在重大波动，查明原因；3)比较本期各月各类主营业务收入的波动情况，分析其变动趋势是否正

常，是否符合被审计单位季节性、周期性的经营规律，查明异常现象和重大波动的原因；4)将本期重要产品的

毛利率与同行业企业进行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异常；5）根据增值税发票申报表或普通发票，估算全年收

入，与实际收入金额比较。

（3）实施函证程序，对公司90%以上的营业收入进行函证，函证内容包括合同金额、回款金额、未结算金

额。

3.你公司年报“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显示，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约3.74亿元，

其中对第一大供应商HONGSHENG� CULTURE� HOLDINGS� LTD采购金额1.75亿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

18.67%。请你公司对该笔交易的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原因、时间、采购的商品（或服务）及其

用途、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我司于2017年10月与HONGSHENG� CULTURE� HOLDINGS� LTD签订了《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

会》代理合同，约定公司于2017年8月至2020年12月独家代理王力宏“龙的传人” 演唱会（首场巡演为2018年

4月），同时协议约定我司于本合同签订后45日内支付演唱会首期制作款1.75亿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因演

唱会尚未举办，首期支付的制作款1.75亿元计入预付款项科目核算。

4.你公司对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体现为大额净流出解释为“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扩张、采

购额增加导致支付的业务资金增加” ，但根据相关财务数据，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均呈现同比下降

趋势，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6.77%，营业成本同比下降37.00%，请你公司对上述解释与财务数据不符的情形做

出说明。

回复：公司于2017年加强了新业务拓展，扩充了业务规模，增加了对外业务投资与采购，导致现金流量体

现大额净流出。 部分业务资金流出并未在本期形成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差异的具体说明如下：

（1）本期支付给HONGSHENG� CULTURE� HOLDINGS� LTD关于《王力宏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预付款

17,500万元，由于演唱会尚未开唱，未形成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2）子公司霍尔果斯耀世星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期预付了8,086.90万元节目制作费，由于节目尚未播

出而未形成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3）子公司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期预付了20,993.03万元的影视剧及综艺节目投资款，由于对

方尚未分配收益而未确认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4）子公司霍尔果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浪讯” ）本期收购8家影院，由于影院

与原股东尚有未了结的债务，当代浪讯收购时代各标的影院偿还原股东债务4,084.66万元，不形成营业收入

及营业成本。

5.你公司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显示，公司涉及多项诉讼，但未计提任何预计负债，请你公司结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说明不计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请注册会计师发表核查意

见。

回复：截止2017年年报披露日，公司（作为被告）尚在诉讼中的诉讼、仲裁事项包括：

序号

争议主体

案由

争议金额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万元） 案件进展

1

江苏华利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4,836.00 尚未开庭

2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

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080.00 尚未开庭

3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用协议》

合同纠纷

2,415.00 审理中

4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性许可协

议》合同纠纷

1,166.4 审理中

在年报编制过程中，公司对全部涉诉事项的进展进行了确认，截至年报披露日，上述公司作为被告的4起

未决诉讼均处于证据交换、举证等阶段，尚未终审判决。 由于案情较为复杂且案件审理处于前期状态，案情尚

不明晰，根据律师对诉讼事项的判断，我们认为未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审计师核查意见：审计中我们查看未决诉讼相关资料，并己向代理律师函证，根据律师回函意见，注册会

计师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1、该义务无法判断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2、无

法确定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无法确定履行该义务导致经济收出的金额。 所以未计提预计

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你公司年报“应收账款” 显示，当期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合计6,808万元，均系

“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力转移给另一方” 。请你公司对应收账款的终止确认事项予以进一步说明，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交易方式概述、交易对手方名称、转让时点、资产包的账面余额及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你

公司因该笔交易确认的损益金额、资产包选取方式（请说明选取该四笔应收账款进行转让的原因）。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该笔交易是否已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盟将威于2017年11月8日与星斗企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星斗企业持有

的河北当代49%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9,378.22万元。盟将威以自身账面应收账款余额6,808.22万元、

预付账款余额22,570.00万元进行等额支付。 协议约定，盟将威以清单所列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余额等额支

付，不产生损失和利得，能较大程度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同时约定自盟将威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债务人之日起

视为盟将威己完成股权转让款支付，无论该款项将来是否支付均与盟将威无关。 资产包选取方式是依据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达成的交易条款， 交易对手方星斗企业主要基于其协助盟将威回收账款的难度来选取应收账

款，公司因该笔交易确认的损益金额0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我们核查了协议及相关债权转让通知书，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所有债权转让通知书均

己送达债务人。 认为依据双方交易约定已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可以终止确认。

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合计6,808万元明细为：

序号 客户名称 项 目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元）

己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元）

1 北京霄海佳视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打包电视剧 9,500,000.00 950,000.00

2 霍尔果斯双熙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打包剧 4,000,000.00 400,000.00

3 海宁吉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打包剧 17,000,000.00 1,700,000.00

4 西安金海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打包剧 14,520,000.00 1,452,000.00

5 海宁吉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精忠岳飞 5,533,800.00 553,380.00

6 海宁吉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月供 5,407,200.00 540,720.00

7 河北电视台 精忠岳飞 48,300.00 48,300.00

8 河北电视台 月供 1,680,200.00 1,680,200.00

9 河北电视台 男人四十 3,164,700.00 1,582,350.00

10 河北电视台 地道女英雄 7,228,000.00 722,800.00

合 计 68,082,200.00 9,629,750.00

7.你公司年报“其他应收款”显示，公司当年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约

1,091万元，于报告期内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上年度无类似情形。

（1）请你公司对1,091万元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予以补充披露，并说明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回复：1,091万元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公司2014年与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太平轮》产生，

具体为：1）协议约定公司投资《太平轮》1500万元，享有5%的收益分配权，公司以前年度在“预付投资款” 中

核算；2）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另欠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409万元。

通过了解，该部作品播出后的票房不佳，预计无法收回投资本金，按谨慎性原则本期将1500万及409万的

差异1091万元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1091万元。

（2）其他应收款中包含往来及代垫款余额约1.3亿元，同比增长约38.59%。 请你公司具体说明往来及代垫

款的具体构成、往来单位是否包含关联方。

回复：往来及代垫款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余额（元） 备注

深圳市汇峰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31,000,000.00 股权转让款

TOUCHLINE�DESIGNS�COMPANY�LIMITED 14,126,987.80 意向金

北京小马奔腾壹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908,000.00 项目投资款

广州市喜飞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10,000,000.00 投资款

连云港星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500,000.00 收购意向金

北京传奇奢华影院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00 收购意向金

南京亿邦环影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4,066,195.34 股权收购款

北京纽音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600,000.00 项目投资款

北京三维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00,000.00 投资意向金

石家庄锦怀琨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00 装修保证金

扬州泰博影视城有限公司 2,359,107.44 收购意向金

泰和英达时代影城 2,293,457.00 收购意向金

韩悦（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839,505.41 购剧意向金

其他小额汇总 31,560,994.20

合计 130,054,247.19

上述往来单位中不包括关联方。

8.你公司年报“存货” 部分存货分类表格与存货跌价准备表格的相关数据披露不一致。 例如“外购” 一项

于存货分类表中的期末减值准备余额为261万元， 而于存货跌价准备表中期末减值准备余额为69万元，“在

拍” 和“已完成”项目亦有类似情形。

减值准备项目

期末余额（元）

存货分类表 存货跌价准备表

外购 2,612,452.83 686,857.55

在拍 13,477,218.94 4,563,106.81

已完成 417,660.54 11,257,367.95

合计 16,507,332.31 16,507,332.31

（1）请你公司说明“外购” 、“在拍” 、“已完成” 三个存货分类与“库存商品”之间的区别。

回复：“外购” 为影视行业从外部购买的小说版权、剧本、影视剧等，“在拍” 为影视行业正在拍摄的影视

剧。“已完成” 为影视行业自主或委托拍摄完成的剧目。“库存商品” 为影院及其他行业可以直接出售的卖品

等。

（2）对上述披露金额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并核查是否存在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形。

回复：上述披露金额差异的原因为项目分类错误导致，不存在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形。 正确的披露应为：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周转材料 580,551.97 580,551.97 2,131.00 2,131.00

外购 82,044,434.12 7,720,907.76 74,323,526.36 83,253,843.54 686,857.55 82,566,985.99

在拍 47,099,320.41 47,099,320.41 41,220,969.28 41,220,969.28

已完成 262,404,459.01 8,786,424.55 253,618,034.46 300,155,018.79 8,786,424.55 291,368,594.24

库存商品 19,442,029.45 19,442,029.45 20,317,121.48 20,317,121.48

合计 411,570,794.96 16,507,332.31 395,063,462.65 444,949,084.09 9,473,282.10 435,475,801.99

上述更正后的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3）请你公司对期末存货发生减值的具体原因作出说明。

回复：公司2017年期末存货明细及减值原因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 期末余额 减值金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理由

漫画《蜡笔小新》 1,165,048.55 1,165,048.55 公司购买的IP版权授权到期

《Monchhichi》 970,873.79 970,873.79 公司购买的IP版权授权到期

漫画《哆啦A梦》 2,427,184.47 2,427,184.47 公司购买的IP版权授权到期

《一点不夸张》 417,660.54 417,660.54 公司购买的影视剧播映权授权到期

《傻春》等电影包 127,687.58 127,687.58 公司购买的影视剧播映权授权到期

《背靠背》 141,509.43 141,509.43 公司购买的影视剧播映权授权到期

《火线三兄弟》 8,786,424.55 8,786,424.55 公司购买的影视剧播映权授权到期

《谍海商战》 1,613,396.23 1,613,396.23 公司购买的影视剧播映权授权到期

《军统枪下的女人》 857,547.17 857,547.17 公司购买的影视剧播映权授权到期

合计 16,507,332.31 16,507,332.31 --

9.你公司年报“其他流动资产”显示，公司账面待补偿土地使用权余额约6,218万元，公司解释为“2013年

3月22日大同市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实施城市规划的需要，

大同市人民政府决定收回大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原名）五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经协商，大同市政府收

回的公司所属5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包括地上建筑物及水泥生产设备 )拟以土地作为补偿(差价多退少补)，用于

公司发展文化经营用地开发使用。2015年4日2日，公司收到大同市国资委函，要求公司尽快明确项目规加快划

及选址，以落实补偿事宜。 有关补偿事项正在协商中。 ”

请你公司对相关事项的最近进展进行说明， 并梳理2013年以来是否针对该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如有请列明，如无请说明原因。

回复：2013年4月15日，公司刊登了《重大事项说明及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16），就大同市政

府因城市规划需要收回公司五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事项及对公司的相关影响进行了披露。 2014年2月20日，公

司刊登了《关于政府收回公司所属土地使用权补偿事宜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就土地收回补

偿事宜经沟通商定政府拟以土地作为补偿（差价多退少补），用于本公司发展文化经营用地开发使用事项进

行了披露。 关于土地补偿事项，截止目前，在政府确定的以土地作为补偿（差价多退少补）方式基础上，本公司

与大同市政府及相关机构仍处于持续沟通协调中，目前尚无进展。

10. 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约16.77%， 但附加税费却同比大幅上涨， 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涨幅

155.79%、教育费附加涨幅80.82%、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涨幅74.33%，该三项税费金额均与流转税正相关，而流

转税通常亦与营业收入正相关。

（1）请你公司对上述附加税费与营业收入呈反向变动的趋势予以解释。

回复：公司2017年附加税费增幅较大，主要因为附加税费是依据公司实际己缴增值税为基础计提，公司

2017年度实缴增值税额较2016年度大幅增长，导致附加税费增幅较大。

而2017年营业收入下降的同时， 实缴增值税上涨的主要原因为，2016年子公司霍尔果斯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盟将威” ）刚成立，发票面额最高仅为10万元，由于其业务金额较大（单笔收入

一般为1000万元以上），大部分客户不予接收10万元面额发票，因此2016年开具发票金额较少；2017年2月后，

霍尔果斯盟将威申请下来100万元面额的发票， 将前期营业收入陆续开票， 导致2017年实际缴纳增值税较

2016年增长。

虽存在上述客观原因，但公司严格按照2016年、2017年的营业收入计提了增值税、所得税，并在各报告期

按实缴的增值税计提了相关税费，对应的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也已按期报送税务部门，不存在少记费用、税务

风险等情形。

（2）补充说明当年其他税费的核算内容及增长原因。

项目 2017年（元） 2016年（元） 相对变化

营业收入 820,254,142.07 985,528,211.12 -16.7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627,727.23 636,362.64 155.79%

教育费附加 1,186,689.84 656,285.91 80.82%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416,310.22 238,811.32 74.33%

其他税费 3,288,994.77 23,412.54 13948.00%

回复：本期其他税费主要为电影院行业支付给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委员会的“电影专项资金” ，公

司2016年将该费用记入营业成本中，根据2017年“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范围的规定，公司将该项税费在“税

金及附加 ”科目核算。

11.你公司合并报表商誉中包括北京华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彩” ）商誉7,256万元，北

京华彩本期净亏损354万元，但你公司未计提任何商誉减值，母公司报表中亦未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请你

公司结合商誉减值测试、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的具体程序，解释对亏损子公司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回复：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北京华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彩天地” ）

51.126%股权，为华彩天地控股股东。2018年3月23日，公司与北京惠工数字电影院线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惠工” ） 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公司持有的华彩天地18.982%股权，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

500.00万元。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卓信大

华” ）出具的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1005号估值报告，“华彩天地” 在估值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的股东全

部权益，估值结果为37,500.00�万元。

公司持有华彩天地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17,310.15万元；根据评估结果，公司持有华彩天地51.126%股

权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19,172.25万元。 以公司与北京惠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计算公司持有华彩

天地51.126%股权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20,200.45万元。 根据资产减值损失准则的规定，企业

可收回金额为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及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中较高者，则公司持有华彩天地股权

可收回金额为20,200.45万元，高于其账面价值所以不存在减值。

12.公司当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3,182万元，同比增长95.65%，均源于资产减值损失导致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通过你公司披露相关数据可计算出，当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净增加额为62,221,791.13，与当期资

产减值损失发生额61,705,764.94相差516,026.19。

项目 金额（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末余额 127,275,072.89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初余额 65,053,281.76

当年计提 62,221,791.13

资产减值损失 61,705,764.94

差异 516,026.19

（1） 请你公司对上述差异金额予以解释。

回复：该差异的原因为：

1、对上期部分未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公司补提了递延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为10,583,226.06元。 补提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为公司对《火线三兄弟》计提的跌价准备，本期发现该剧在计提当年由于疏忽未计提

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发现后进行了补提。

会计师核查意见：公司本期补提了上期部分未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金额较小，低于重要性水平，

该会计差错为以前期间非重大会计差错，在本期予以更正。

2、本期对部分亏损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未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为-717,944.62元。

3、对免税企业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未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为-9,349,255.25元。

上述原因导致当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净增加额与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相差516,026.19元。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当期是否存在亏损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形，如有，请说明其确认为递延

所得税资产是否合理。

回复：本期对以下亏损企业计提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名称

2017年度净利润

（元）

2017年12月31日递延所得

税资产（元）

预计利润增长点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6,939,647.55 1,395,692.43 股权转让收入

北京当代春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4,071,249.08 2,009,127.83 股权转让收入

霍尔果斯当代春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4,038.32 542,500.00 演唱会的分成收入

当代互动（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00,142.46 17,222.37 移动电信增值服务收入

厦门泰和鑫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878,122.92 20,296.40 票房收入

百盈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23,979.72 8,938.96 艺人经济收入

对列表中的亏损企业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原因为，公司判断以上企业将来可以扭亏为盈，有足够的应

纳税所得额抵减该暂时性差异。

（3）你公司披露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18,535,870.42，系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产生，但年报资产及

负债状况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你公司填列“不适用” ，财务报表附注“公允价值的披露” 亦“不

适用” ，请你公司核查期末是否存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并解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成因。

回复：公司期末不存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 该递延所得税负债是2015年时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子公司盟将威调整存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时确认的， 当时存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为

93,112,831.03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23,278,207.76元，2015年、2016年分别处置了部份存货同时结转了递

延所得税负债4,742,337.34元，期末余额为18,535,870.42元。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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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 年4� 月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 经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10、存货”之“（1）存货的分类”

更正前：

（1）存货分类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19,442,029.45 19,442,029.45 20,317,121.48 20,317,121.48

周转材料 62,131.61 62,131.61 2,131.00 2,131.00

外购 26,186,134.15 2,612,452.83 23,573,681.32 83,253,843.54 686,857.55 82,566,985.99

在拍 50,616,650.32 13,477,218.94 37,139,431.38 41,220,969.28 41,220,969.28

已完成 315,263,849.43 417,660.54 314,846,188.89 300,155,018.79 8,786,424.55 291,368,594.24

合计 411,570,794.96 16,507,332.31 395,063,462.65 444,949,084.09 9,473,282.10 435,475,801.99

更正原因：工作人员项目分类错误导致。

更正后：

（1） 存货分类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周转材料 580,551.97 580,551.97 2,131.00 2,131.00

外购 82,044,434.12 7,720,907.76 74,323,526.36 83,253,843.54 686,857.55 82,566,985.99

在拍 47,099,320.41 47,099,320.41 41,220,969.28 41,220,969.28

已完成 262,404,459.01 8,786,424.55 253,618,034.46 300,155,018.79 8,786,424.55 291,368,594.24

库存商品 19,442,029.45 19,442,029.45 20,317,121.48 20,317,121.48

合计 411,570,794.96 16,507,332.31 395,063,462.65 444,949,084.09 9,473,282.10 435,475,801.99

2017�年度报告中的错误是由于本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疏忽。 公司因2017� 年度报告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

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本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同时予以更新，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