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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淘宝店关闭申购类服务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于2016年5月18日起关闭通过

淘宝基金理财平台进行网上开户和相关交易账户下的基金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等业

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影响的投资者

通过淘宝基金理财平台开立本公司直销交易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二、受影响的业务

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将暂停投资者通过淘宝基金理财平台办理基金认购、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等业务，但2016年5月18日前已通过淘宝基金理财平台持有的基金份额仍可以赎

回、修改分红方式和查询资产，您可以登录淘宝理财（licai.taobao.com），点击查看“我的

资产-其他理财资产”进行查询、修改分红方式和赎回，基金赎回款将转入您的支付宝余额

中。

感谢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本公司淘宝基金店的支持，今后，本公司将通过官网（初

次登录的投资者需先重置密码）、基金E站APP、微信公众号及蚂蚁金服旗下移动投资理财

应用蚂蚁聚宝APP继续为您提供更全面的服务，让投资者们享受更好的便捷体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cifm.com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4888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关于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支付宝渠道关闭基金支付服务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于2016年5月18日起关闭本公

司电子直销系统对接的支付宝基金网上支付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影响的投资者

通过使用支付宝提供的基金网上支付服务， 持有本公司直销的基金份额的个人投资

者。

二、受影响的业务

本公司电子直销系统将暂停投资者通过使用支付宝提供的基金网上支付服务办理基

金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业务，但2016年5月18日前，投资者通过支付宝提供的

基金网上支付服务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其赎回、转换、修改分红方式等业务照常办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www.cifm.com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4888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6-3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召开了2015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决策委员会新增不超过10亿元的购买理财产品额

度，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8亿元），理财机构包

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或其他非

关联方，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选择理财产品品种，

确定理财金额、期间等。本次投资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购买

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含12个月），投资资金在上述额度及授权期限内可

滚动使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9日和2016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及非关联

方理财产品的公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经

公司决策委员会批准，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发行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产品名称：“五矿信托-恒大御景半岛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二）交易金额：人民币捌仟万元整（80,000,000.00元）

（三）客户预期收益率：6.0%（年化费率）

（四）产品期限：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4月28日

（五）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兴业）持有公

司股份占股份总数的8.71%，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设）持有公司股份

占股份总数的6.72%。 中信兴业、中信建设及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信

有限公司。 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主要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

购买理财产品，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无法达到预期收益。

四、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将

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二）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

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四）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如发现违

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五）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

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并将与相关业务单位保持紧密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

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及正常生产经

营的前提下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六、本公告披露日前，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不

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无。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五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兴业成长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限的公告

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2597；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641号文准予注册，已于2016年04月

11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16年05月09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

《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经与本基

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16年05月09日延长至2016年05月

30日。在募集期延长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具体

事宜以本公司及各销售机构的公告和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本公司于2016年04月07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和《兴业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浏览本公司

网站。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009-5561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05月05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交通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2016-05-05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通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交通银行为本公司旗下兴业聚丰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002668）的代

销机构。

一、自2016年5月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申购、

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http://� www.bankcomm.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http://www.ci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6-024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涉及交易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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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 或“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6年3

月29日召开了二〇一六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议案

及《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重组报告书》” ）。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交易尚须通过商务部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重组报告书》）。

近日，本公司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2016]第

4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交易即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总公司收购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股权以及本公司收购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股权案已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局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

批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证券简称：中海发展 证券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6-025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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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

委” ）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团” ）100%权益无偿划转至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所致（以下简称“本次无偿划转”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2、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后，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发展” 或“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中海集团及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成

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中海发展于2016年5月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海集团通知， 根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总体部署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关工作安排， 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中海集团100%权

益无偿划转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产权登记变更申请已提交至国

务院国资委，且该产权登记变更申请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会审核通过，相关产权变更登记

工作已完成。

本次无偿划转前，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通过中海集团(包括其下属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

554,631,593股股份，占中海发展总股本的38.56%，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中海集团及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无偿划转尚需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中海集团及国

务院国资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公司将

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985

证券简称：雷鸣科化 编号：临

2016--021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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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雷鸣科化” ）于2016年5月3日收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淮矿集团” ）转来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皖国资产权函【2016】220号）《关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批复，就雷鸣科化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同意雷鸣科化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应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90%，即8.95元/股，发行数量不超过6,703.9105万股。

三、淮矿集团应在雷鸣科化召开股东大会时，按照本批复意见对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进行表决。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完成后，淮矿集团应及时将发行情况书面报告省国资委，并督

促雷鸣科化按规定办理产权登记和工商变更等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5日

公司代码：

600985

公司简称：雷鸣科化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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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治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阮建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阮建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966,423,633.28

1,600,721,

211.18

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4,623,907.67

1,158,977,

891.40

1.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5,616.00

-17,625,

645.35

67.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70,424,979.65

177,189,

660.40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07,890.64 17,446,953.11 -1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533,328.99 17,038,650.04 -8.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1.63 ?-0.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 -4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0,640.89

主要系雷鸣本部和雷鸣西部的固定

资产处置损失及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05,370.90

主要系子公司铜陵双狮收到的燃煤

锅炉改造项目补助10万元；其他系

递延收益摊销。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6,618.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22.51

所得税影响额 124,972.43

合计 -825,438.3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9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82,155,692 31.26 0 无 82,155,692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5,899 0.73 0 无 1,905,899 未知

李玉民 1,500,000 0.57 0 无 1,500,000 境内自然人

欣平 1,282,172 0.48 0 无 1,282,172 境内自然人

安徽理工大学 1,166,251 0.44 0 无 1,166,251 国有法人

唐学平 1,139,573 0.43 0 无 1,139,573 境内自然人

翟育豹 1,125,774 0.42 0 无 1,125,774 境内自然人

德邦证券－兴业银

行－德邦聚盈二级通

13号集合资产管理

1,011,280 0.38 0 无 1,011,280 未知

杜远忠 1,000,000 0.38 0 无 1,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

破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970,899 0.37 0 无 970,899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155,692 人民币普通股 82,155,69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5,899 人民币普通股 1,905,899

李玉民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欣平 1,282,172 人民币普通股 1,282,172

安徽理工大学 1,166,251 人民币普通股 1,166,251

唐学平 1,139,573 人民币普通股 1,139,573

翟育豹 1,125,774 人民币普通股 1,125,774

德邦证券－兴业银行－德邦聚盈二级

通13号集合资产管理

1,011,280 人民币普通股 1,011,280

杜远忠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破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970,899 人民币普通股 970,8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变动说明

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说明

在建工程

36,609,

241.56

24,604,464.51 48.79

主要是子公司雷鸣西部本季度

增加的在建工程1,180万元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435,000,

000.00

135,000,

000.00

222.22

主要是雷鸣本部本季度购买宿

州矿山采购权增加的非流动资

产3亿元

短期借款

120,000,

000.00

20,000,000.00 500.00

主要是雷鸣本部短期借款增加1

亿元

应付票据

20,743,

995.33

4,000,000.00 418.60

主要是子公司雷鸣爆破本季度

增加应付票据1,674.40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20,958,

866.52

32,694,872.64 -35.90

主要是子公司雷鸣西部本季度

发放和上交了2015年预提的年

终工资和社保

长期借款

208,600,

000.00

8,600,000.00 2,325.58

主要是雷鸣本部长期借款增加2

亿元

利润表变动明

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说明

财务费用 1,454,826.25 212,273.52 585.35

主要是雷鸣本部本季度贷款3亿

元产生利息支出109.28万元

营业外收入 352,216.95 979,995.81 -64.06

主要是去年同期雷鸣红星收到

的政府补助75万元

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35,

616.00

-17,625,

645.35

-67.46

主要是销售收入减少而减少了

收入1,122.91万元，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费用增加了 2,

467.18万元，同比减少现金支出

1,344.26万元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3,674,

830.17

-12,542,

705.85

2,161.67

主要是雷鸣本部本季度支付购

买矿山采矿权3亿元， 收业主缴

纳的保证金3,000万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6,475,

480.07

-407,215.25 -72,905.59

主要是雷鸣本部本季度收到贷

款3亿元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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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6年3月28日起连续停

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2日披

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07）、《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08）。 因公司已对战略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和认购额度进

行了调研、统计，正在以此为基础细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待该工作步骤完成后，公司

将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对象和规模，完善战略投资者和控股股东认购计划及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履行战略投资者内部决策程序以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等，依照相关规定，公

司向上交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12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

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

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10）。 2016�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方案，2016年4月19日，公司股票复牌。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公司及相关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尽快完成本次定向增发。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吴干

建等

173名

自然

人

吴干建等173名自然人在直接或间接持

有雷鸣科化股份或在以西部民爆现有资

产成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投资成立的其

他经济实体）工作期间，除直接或间接

持有雷鸣科化股份外，不以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

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合经营）从事、

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生

产、销售、炸药用瓦楞纸箱包装等业务，

也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从事上述业务的

经济实体。

承诺时

间：2012

年1月20

日；期

限：长期

履行

否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吴干

建等

173名

自然

人

1、重组西部民爆完成后，交易对方不谋

求雷鸣科化董事、监事席位和管理层职

位，也不单独或联合推荐或选举其他人

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管职位。

2、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交易对方不谋

求对雷鸣科化单独或联合的控股权，不

采取一致行动，在雷鸣科化股东大会审

议有关议案时，均根据自身意愿，独立行

使相关权利，不进行任何一致行动的安

排，不向雷鸣科化其他股东征集在股东

大会上的投票权。 3、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后，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未经提前

30日通知雷鸣科化并经雷鸣科化书面

同意，不通过增持、协议、合作、关联方关

系等任何途径扩大对上市公司股份的控

制比例；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违反

该承诺获得雷鸣科化股份的，将按雷鸣

科化要求予以减持，减持完成前不行使

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4、因本次吸收合并

而获得的雷鸣科化股份自登记日起三年

内，交易对方承诺不行使所持雷鸣科化

股份的表决权。

承诺时

间：2012

年8月28

日；期

限：长期

履行

否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淮北

矿业

（集

团）有

限责

任公

司

2015年7月11日，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淮北矿

业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

减持所持雷鸣科化股票。

承诺时

间：2015

年7月11

日；期

限：2016

年1月10

日

是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淮北

矿业

（集

团）有

限责

任公

司

2015年9月28日至9月30日，公司控股股

东淮北矿业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增持公司股份1,004,900股，淮北

矿业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通过上

述方式购买的公司股份。

承诺时

间：2015

年9月30

日；期

限：2016

年3月29

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治海

日期 2016-04-28

证券代码：

600985

证券简称：雷鸣科化 编号：临

2016--020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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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于 2016�年 0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在《中国证券报》刊

登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对内部往来余额数据统计失误，致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

告》“合并资产负债表” 中的“其他应收款” 、“预收款项” 、“其他应付款” 三项财务数据计

算有误，现根据规定和要求，对《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 中相关财务数

据进行更正：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6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4,522,646.22 177,457,612.3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62,142,370.58 59,705,672.14

应收账款 213,176,543.92 180,824,889.08

预付款项 21,151,977.26 16,229,096.3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28,202,232.95 84,732,798.4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9,218,398.33 62,051,072.83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8,331,878.66 19,563,314.56

流动资产合计 686,746,047.92 600,564,455.7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100,000.00 21,1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6,707,401.38 26,707,401.3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16,777,263.43 428,327,291.86

在建工程 36,609,241.56 24,604,464.51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53,853,988.99 154,705,788.10

开发支出

商誉 191,777,353.17 191,777,353.17

长期待摊费用 5,125,654.18 5,207,773.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726,682.65 12,726,682.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5,000,000.00 135,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99,677,585.36 1,000,156,755.39

资产总计 1,986,423,633.28 1,600,721,211.1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0,000,000.00 2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0,743,995.33 4,000,000.00

应付账款 135,593,052.29 129,666,211.06

预收款项 32,077,625.67 16,082,507.0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958,866.52 32,694,872.64

应交税费 14,315,853.03 18,440,193.14

应付利息 26,219.18

应付股利 2,438,276.49 2,938,276.49

其他应付款 133,432,997.77 83,433,204.0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79,560,667.10 307,281,483.5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8,600,000.00 8,6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1,856,475.57 1,958,142.5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4,917,424.85 4,917,424.85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588,001.41 8,716,075.88

递延所得税负债 9,939,757.72 9,939,757.7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3,901,659.55 34,131,401.02

负债合计 713,462,326.65 341,412,884.5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62,854,744.00 262,854,74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34,589,346.71 434,589,346.7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49,837,471.30 48,899,345.67

盈余公积 48,187,738.19 48,187,738.1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79,154,607.47 364,446,716.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74,623,907.67 1,158,977,891.40

少数股东权益 98,337,398.96 100,330,435.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2,961,306.63 1,259,308,326.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86,423,633.28 1,600,721,211.18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6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4,522,646.22 177,457,612.3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62,142,370.58 59,705,672.14

应收账款 213,176,543.92 180,824,889.08

预付款项 21,151,977.26 16,229,096.3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8,202,232.95 84,732,798.4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9,218,398.33 62,051,072.83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8,331,878.66 19,563,314.56

流动资产合计 666,746,047.92 600,564,455.7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100,000.00 21,1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6,707,401.38 26,707,401.38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16,777,263.43 428,327,291.86

在建工程 36,609,241.56 24,604,464.51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53,853,988.99 154,705,788.10

开发支出

商誉 191,777,353.17 191,777,353.17

长期待摊费用 5,125,654.18 5,207,773.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726,682.65 12,726,682.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5,000,000.00 135,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99,677,585.36 1,000,156,755.39

资产总计 1,966,423,633.28 1,600,721,211.1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0,000,000.00 20,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0,743,995.33 4,000,000.00

应付账款 135,593,052.29 129,666,211.06

预收款项 17,069,805.66 16,082,507.0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958,866.52 32,694,872.64

应交税费 14,315,853.03 18,440,193.14

应付利息 26,219.18

应付股利 2,438,276.49 2,938,276.49

其他应付款 128,440,817.78 83,433,204.0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59,560,667.10 307,281,483.5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08,600,000.00 8,6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1,856,475.57 1,958,142.5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4,917,424.85 4,917,424.85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588,001.41 8,716,075.88

递延所得税负债 9,939,757.72 9,939,757.7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3,901,659.55 34,131,401.02

负债合计 693,462,326.65 341,412,884.5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62,854,744.00 262,854,74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34,589,346.71 434,589,346.7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49,837,471.30 48,899,345.67

盈余公积 48,187,738.19 48,187,738.1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79,154,607.47 364,446,716.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74,623,907.67 1,158,977,891.40

少数股东权益 98,337,398.96 100,330,435.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72,961,306.63 1,259,308,326.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66,423,633.28 1,600,721,211.18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修订版)》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