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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丹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习良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壁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

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110,660.94 89,401,012.75 7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950,585.90 20,630,623.04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9,886,839.11 20,460,623.04 -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246,801.00 21,434,780.27 -28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2.77% -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75,337,998.29 1,598,083,770.30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4,378,104.63 804,298,829.86 2.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1,906.31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00.00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88.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748.31

合计 63,746.7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

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7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丹青

境内自然

人

31.05% 62,100,000

62,100,

000

许为高

境内自然

人

12.42% 24,840,000

24,840,

000

质押

24,540,

000

许松青

境内自然

人

10.35% 20,700,000

20,700,

000

许恒青

境内自然

人

6.90% 13,800,000

13,800,

000

许丽芳

境内自然

人

6.78% 13,560,000

13,560,

000

质押

13,100,

000

罗东敏

境内自然

人

3.50% 7,000,000 7,000,000 质押 7,000,000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

红－个人分

红

-005L-FH

002深

其他 0.69% 1,380,559 0

曹志洪

境内自然

人

0.42% 842,600 0

吕良丰

境内自然

人

0.37% 746,375 0 质押 308,400

郭俊忠

境内自然

人

0.21% 419,02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1,380,559 人民币普通股 1,380,559

曹志洪 842,600 人民币普通股 842,600

吕良丰 746,375 人民币普通股 746,375

郭俊忠 419,026 人民币普通股 419,0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06,257 人民币普通股 406,257

许楚炜 297,405 人民币普通股 297,405

赵存灵 28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400

袁彩花 249,344 人民币普通股 249,344

童晓鸣 2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

钟林荣 2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许丹青、许为高、许松青、许恒青和许丽芳系同一家族成员，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

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

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

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或报

告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或上

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1,000,015.44 245,271,386.79 -114,271,371.35 -46.59%

主要是支付运营管理中心以及募投项目建设

资金所致

预付款项 163,752,107.17 59,861,705.23 103,890,401.94 173.55% 主要是预付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97,076.86 3,482,374.31 1,614,702.55 46.37% 主要是期末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197,575.77 9,726,788.90 -5,529,213.13 -56.85%

主要系子公司期初应付员工的年终奖等在报

告期内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4,984,729.00 11,973,744.07 -6,989,015.07 -58.37%

主要是期末增值税进项留抵增加以及期末应

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467,200.28 227,575.34 239,624.94 105.29%

主要是期末长期借款应计提利息的时间增加

所致

营业总收入 157,110,660.94 89,401,012.75 67,709,648.19 75.74%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所致

营业成本 90,507,232.27 48,563,272.08 41,943,960.19 86.37%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66,203.74 783,720.72 1,082,483.02 138.12%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母公司报

告期缴纳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0,703,967.78 6,491,935.91 14,212,031.87 218.92%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报告期公

司品牌建设的广告投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6,852,686.58 9,387,943.99 7,464,742.59 79.51%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所致

财务费用 3,682,169.08 -1,426,118.29 5,108,287.37 -358.20%

系报告期借款利息和票据贴息增加的同时利

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1,901.53 1,528,937.10 -1,117,035.57 -73.06% 系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246,801.00 21,434,780.27 -61,681,581.27 -287.76%

主要是报告期母公司非现金回款（银行承兑汇

票）增幅较大以及期初的应付款项（应付票据

等）本期支付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5,511,

686.87

-42,205,

622.64

-83,306,064.23 197.38% 系支付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832,116.52 - 50,832,116.52 系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14,926,

371.35

-20,770,

842.37

-94,155,528.98 453.31%

主要系支付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款以及支

付的货款等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27日和3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预案。 报告期，公司及中介机构正在组

织该预案的申报材料。

2、公司于2016年2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了终止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获得证监会批

复，并终止了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16年02月2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011

2016年03月16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020

终止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6年02月29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011

2016年03月04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018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广东台

城制药

股份有

限公司

（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 公司

董事会将在上述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后的当日进行公告，并在

上述事项认定后5个交易日内提出股份回购预案，预案内容包括回购股

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相

关主管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公司已发行尚未上

市的，回购价格为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公司已上市的，回

购价格以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和回购义务触发时点前最后

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孰高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程序实施。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2）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

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将在上述违法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

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

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

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

损失；（3）如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按

中国证监会及有关司法机关认定的实际损失向投资者进行赔偿，并将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关于回购股份、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等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未

履行承诺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2014年

07月31

日

长期

履行

中

广东台

城制药

股份有

限公司

回购公司股票的承诺：①公司上市后36个月内，一旦出现连续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公司将通过回购公司股

票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②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

公司部分股票，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并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同时，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用

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按以下方式执行：A.单次不低于本公司上一年

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不高于本公司上一年度归属于本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10%；B.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如与上述A项的上限冲突，按照本项执行。 如果在12个月内

公司多次采取上述股份回购措施，则累计用于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按

以下方式执行：A.不高于本公司上一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B.不低于2,000万元；如与上述A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③公

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上述回购股份条件成就时召

开董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实施方案将在

股东大会作出股份回购决议后公告。 同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

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证

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此外，在实

施上述回购方案后，公司保证回购结果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④公司上市后36个月内，若公司新聘任董事（指非独立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人员履行公司上市时

董事（指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关于稳定股价的相关

承诺；⑤如公司未履行上述回购股份的承诺，则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

向所有股东道歉。

2014年

07月31

日

2014

年7

月31

日至

2017

年7

月31

日

履行

中

许丹青、

许恒青、

许丽芳、

许松青、

许为高

限售股解禁承诺：（1）除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外，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本人所持

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3）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指复权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

个月，且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此外，同时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许丹青、许为高、许松青还均承诺：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50%。

2014年

07月31

日

2014

年7

月31

日至

2017

年7

月31

日

履行

中

许丹青、

许恒青、

许丽芳、

许松青、

许为高

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及

相应约束措施：（1）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本人将依法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购

回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本人公开发售的股份（如有）。 本人将在

上述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后的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并在上

述事项认定后3个交易日内启动购回事项。 公司已发行尚未上市的，购

回价格为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公司已上市的，购回价格以

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和购回义务触发时点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孰高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程序实施。 在实施上述股份购回时，如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2）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人将在上述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先行赔

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按照投资者直接遭

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

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

失；（3）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赔偿措施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以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当年度或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

本人享有的现金分红作为履约担保，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

转让，直至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年

07月31

日

长期

履行

中

许丹青、

许恒青、

许丽芳、

许松青、

许为高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承诺：①公司上市后36个月内，一旦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本人将通过增

持公司股票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②在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

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但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同时，自增持开始至本人履行承诺期间，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予转让；③本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

的6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

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备忘录的要求；④公司上市后36个月

内，一旦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

形，且公司拟通过回购公司股票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本人承诺就公司

股份回购预案以本人的董事（如有）身份在董事会上投赞成票，并以所

拥有的全部表决票数在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⑤如本人未履行上述增

持股份的承诺，则发行人可将本人增持义务触发当年及其后一个年度

公司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予以扣留，直至本人履行承诺为止；⑥如本人未

履行承诺，本人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14年

07月31

日

2014

年7

月31

日至

2017

年7

月31

日

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广东台

城制药

股份有

限公司

分红承诺：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上市当年

度的下一个年度起三年内，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

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或公积金转增。 ”

2014年

07月31

日

2015

年7

月31

日至

2018

年7

月31

日

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

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5.00% 至 25.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055.64 至 5,092.74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074.1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完成外部收购后，加大了内部整合以及经销渠道的整合。 同时，公司注重品

牌建设，持续加大广告投入。 上述整合和投入均是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长期

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短期内不一定会产生显著成效，相应也使得公司当

前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

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简称：台城制药 公告编号：

2016-030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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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6年4月27日上午09:30在公司会议室采用

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5日以邮件或书面

形式发出，本次会议董事长许丹青因公务出差，现场推荐董事陈

习良代为主持，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 7名。 公司全体监事及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陈习良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现场和通讯

方式进行表决，最终以全票同意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简称：台城制药 公告编号：

2016-031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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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台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6年4月27日上午08：00在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杜永春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审议了有

关议案，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第

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进行审核后，一致认为：《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

制和审议议程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其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广东台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鹏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惠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惠娟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3,563,658.92 371,670,404.76 -1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98,618.88 6,465,780.57 -2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570,375.37 6,567,061.30 -3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034,768.46 -110,916,951.36 3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60% -0.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48,781,827.88 1,619,573,617.72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8,236,118.10 1,055,094,452.80 0.3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1,906.4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5,283.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0,078.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081.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24

合计 228,243.51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1,46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余祥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56% 186,248,385

诺安基

金－工商

银行－诺

安金狮66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00% 40,000,000

顺威国际

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50% 29,990,000

文细棠

境内自然

人

6.71% 26,852,860

中铁宝盈

资产－广

发银行－

中铁宝

盈－夺宝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21% 8,821,638

中铁宝盈

资产－广

发银行－

中铁宝

盈－广泰

进取1号

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88% 7,500,000

新余顺耀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6% 3,440,405 3,440,405 质押

1,613,

500

北方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

司－北方

信托稳赢

一期证券

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74% 2,975,000

北方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

司－北方

信托戎億

一期结构

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4% 2,953,512

林晓斌

境内自然

人

0.68% 2,718,39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余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6,248,385 人民币普通股 186,248,385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66号资产管

理计划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9,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90,000

文细棠 26,852,860 人民币普通股 26,852,860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铁宝盈－夺宝1

号资产管理计划

8,821,638 人民币普通股 8,821,638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铁宝盈－广泰

进取1号资产管理计划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托稳赢

一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5,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托戎億

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53,512 人民币普通股 2,953,512

林晓斌 2,718,395 人民币普通股 2,718,395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长安文杉2号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余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均为麦仁

钊、黎东成、杨国添、何曙华四位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诺安基金－

工商银行－诺安金狮66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为文细棠，文细

棠直接持有公司26,852,860股股份，通过诺安金狮66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公司40,000,000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6,852,860万股股份。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

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

诺

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

黎东成、麦

仁钊、杨国

添、何曙华

股份限

售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黎东成、麦仁钊、杨国添、何曙华同时担任公

司董事等职务，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或发行人股东回购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

述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012

年05

月25

日

-

正常

履行

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

人员龙仕

均、王建辉、

曹惠娟、苏

炎彪、杨昕、

赵建明

股份限

售承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龙仕均、王建辉、曹惠娟、苏炎彪、杨

昕、赵建明通过顺耀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或发行人股东回购该部

分股份；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超过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50%。

2012

年05

月25

日

四

年

正常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佛山市顺德

区祥得投资

咨询有限公

司（现已更

名“新余祥

顺投资管理

有限公

司” ）、顺威

国际集团控

股有限公

司，以及公

司实际控制

人麦仁钊、

黎东成、杨

国添及何曙

华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

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在持有

发行人股权的期间内，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

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

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

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并将促使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比照前述规定履行不竞争的义务；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

可抗力原因导致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将来从事的业务与

发行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则在发行人提

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发行人享有上述业务在同

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2011

年01

月06

日

-

正常

履行

何曙华、广

东泛仕达机

电有限公司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泛仕达先前与发行人交易的余额正

在逐步清结外，泛仕达已停止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

何性质的新的交易；对于未来可能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何曙华先生及泛仕达将积极寻找具有同等

资质和生产经营能力的非关联采购商、供应商依法交易，以避免

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质的关联；何曙华先生有

义务确保泛仕达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何曙华先生作为发行人的

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证证券交易颁布的业务

规则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是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与其

它实际控制人一样平等地行使权利，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

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2011

年08

月15

日

-

正常

履行

麦仁钊、广

东华宇鸿橡

塑制品有限

公司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华宇鸿先前与发行人交易的余额正

在逐步清结外，除华宇鸿已停止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

任何性质的新的交易；对于未来可能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麦仁钊先生及华宇鸿将积极寻找具有同

等资质和生产经营能力的非关联采购商、供应商依法交易，以避

免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质的关联；麦仁钊先生

有义务确保华宇鸿切实履行上述承诺；麦仁钊先生作为发行人

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证证券交易颁布的业

务规则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是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与

其它实际控制人一样平等地行使权利，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

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2011

年08

月15

日

-

正常

履行

杨国添、广

州市番禺海

业纸品发展

有限公司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番禺海业先前与发行人交易的余额

正在逐步清结外，番禺海业已停止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

生任何性质的新的交易；对于未来可能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杨国添先生及番禺海业将积极寻找具

有同等资质和生产经营能力的非关联采购商、供应商依法交易，

以避免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质的关联；杨国添

先生有义务确保番禺海业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杨国添先生作为

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

国证券监督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证证券交易颁

布的业务规则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是规定，依照合法程

序，与其它实际控制人一样平等地行使权利，不利用实际控制人

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2011

年08

月15

日

-

正常

履行

黎东成、麦

仁钊、杨国

添、何曙华

股东一

致行动

承诺

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未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而被国家主

管部门追索、处罚，或牵涉诉讼、仲裁以及其他由此而导致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受损的情形，由此产生的支出均由实际控

制人无条件全额承担个人及连带的清偿责任。

2011

年11

月18

日

-

正常

履行

黎东成、麦

仁钊、杨国

添、何曙华

股东一

致行动

承诺

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而被国家主

管部门追索、处罚，或牵涉诉讼、仲裁以及其他由此而导致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受损的情形，由此产生的支出均由实际控

制人无条件全额承担个人及连带的清偿责任。

2011

年11

月18

日

-

正常

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

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00% 至 -5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38.78 至 1,096.95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93.9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和下游空调行业库存积压的影响，公司销售

数量和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同时，人工成本、摊销费用等固

定成本的增加，最终造成公司利润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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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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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4月24日以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2016年4

月27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参与表决的董

事9人。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鹏志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同时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在安徽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徽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多元化发展的

战略需求，有利于在稳定本公司精密模具与精密塑件业务的同时，拓展汽车零配件系列产品业务，

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

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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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分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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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及分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董事长及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4）。

公司于近日在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的法

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该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617639488M

名称：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鹏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

成立日期：1992年5月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贯流风扇叶、轴流风扇叶、离心风扇叶、家电塑料制品、工程塑料、塑料合

金、PVC管件、汽车空调配件（不含废旧塑料）、机械配件及零件；制造、设计非金属制品模具；普通

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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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近日收到分公司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模具分公司，全资子公司武

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顺威三月雨微灌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芜

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的通知，其已于近

日分别办理完成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或营业场所等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新的营业

执照，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模具分公司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负责人 王世孝 庞利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665039399J

名称：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模具分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场所：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之六

负责人：庞利彬

成立日期：2007年08月16日

营业期限：2007年08月16日至2016年08月16日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家电塑料制品、工程塑料（不含废旧塑料）、机械配件及零件；制造、设计非

金属制品模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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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奚伟明 景新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3778195806J

名称：武汉顺威电器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武汉市汉南区汉南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景新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壹佰捌拾柒万玖仟壹佰肆拾陆元整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04日

营业期限：2005年11月04日至2020年11月03日

经营范围：家电配件、塑料制品、模具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不含分销业务）。

3、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王世孝 徐朝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0825760881

名称：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海尾居委会茶树东路19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徐朝铭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0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智能电器机械及材料、塑料制品、汽车零配件、卫生洁具、管道配件、五金

交电、包装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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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广东顺威三月雨微灌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王世孝 戴智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0917541221

名称：广东顺威三月雨微灌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黄圃居委会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之五

法定代表人：戴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微灌溉零部件（含滴头、喷头、滴灌管、滴灌带、过滤器、阀门、施肥器、排灌机械、管

件、连接器以及其他灌溉用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微灌溉工程的设计、施工、服务，以及滴灌

用塑胶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

5、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王世孝 章彬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559209622X

名称：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梁路3号

法定代表人：章彬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09日

营业期限：2010年07月09日至2030年07月08日

经营范围：生产家用、商用、车用空调塑料（塑胶）配件，塑料制品；模具加工、制造、销售；汽车

零配件制造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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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负责人 王世孝 全建辉

营业场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南路36号 （芜湖宏明塑料制

品公司厂房）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梁路3号 （顺威精密塑料公司厂

房）

营业期限 2013年11月21日至2016年10月31日 2013年11月21日至2030年06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0836738087

名称：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营业场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梁路3号（顺威精密塑料公司厂房）

负责人：全建辉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1日

营业期限：2013年11月21日至2030年06月30日

经营范围：生产家用、商用、车用空调塑料（塑胶）配件、塑料制品；模具加工、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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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5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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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安徽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主营业务

为智能电子、电器产品及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模具、塑料制

品设计、制造及销售；五金交电；照明灯具的技术开发、销售与安装及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信息咨

询；技术咨询；国内贸易等。

2、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智能科技”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000万元，为满足广东智能科技的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向全资子公

司广东智能科技增资，增资完成后，广东智能科技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向

全资子公司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设立子公司“安徽顺

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及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广

东智能科技增资。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设立子公司及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本次设立子公司及向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梁路3号之一；

4、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5、经营范围：智能电子、电器产品及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

售；模具、塑料制品设计、制造及销售；五金交电；照明灯具的技术开发、销售与安装及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信息咨询；技术咨询；国内贸易等；

6、持股比例及出资方式：本公司持股100%，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以上除本公司持股比例外，其余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二）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0825760881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公司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海尾居委会茶树东路19号之二

5、法定代表人：徐朝铭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7、成立日期：2013年11月07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智能电器机械及材料、塑料制品、汽车零配件、卫生洁具、管道配件、五

金交电、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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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5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16,832,504.42元，负债总额为7,374,

115.73元，净资产为9,458,388.69元。 2015年度实现收入18,522,981.64元，净利润-408,921.45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6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15,848,212.85元，负债总额为6,939,604.11元，净资产为8,

908,608.74元。 2016年1-3月实现收入2,853,024.39元，净利润-549,779.9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广东智能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股100%。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000万元向其增

资，增资完成后，广东智能科技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多元化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在稳定本

公司精密模具与精密塑件业务的同时，拓展汽车零配件系列产品业务，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2、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在保证其生产经营的同时能进一步增强其资金实力，便于其

更具竞争力地对外开展业务，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3、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能进一步增强公司在行业的影响力和综合实力，本次对外投

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拟设立公司成立后，可能存在着公司管理、资源配置、公司文化、人力资源等整合风险，本公司

将不断完善拟设立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

制流程，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对应上述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