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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2017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8-024）。经事后对报告内容进行复核、检查，现对

2017年年度报告以下内容进行更正、补充，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固定资产情况的补充 

该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9、固

定资产”-“（1）固定资产情况”处遗漏“项目”信息，现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19、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 元 

项目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77,410,141.97 68,673,772.46 6,371,880.03 5,840,479.62 1,320,701.83 159,616,975.91 

 2.本期增加

金额 
86,204,373.48 27,713,569.69 519,984.27 1,797,442.67 2,363,136.25 118,598,506.36 

  （1）购置 1,096,396.41 8,558,471.50 413,642.39 1,448,724.73 2,338,543.68 13,855,778.71 

  （2）在建

工程转入 
85,107,977.07 19,155,098.19 106,341.88 348,717.94 24,592.57 104,742,727.65 

  （3）企业

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

金额 
9,098,620.35 5,938,613.17 231,894.73 485,968.49 70,398.85 15,825,4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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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2017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2017


  （1）处置

或报废 
9,098,620.35 5,938,613.17 231,894.73 485,968.49 70,398.85 15,825,495.59 

       

 4.期末余额 154,515,895.10 90,448,728.98 6,659,969.57 7,151,953.80 3,613,439.23 262,389,986.68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38,588,658.53 34,670,081.57 3,761,924.22 4,526,836.60 1,153,025.51 82,700,526.43 

 2.本期增加

金额 
4,603,749.23 5,140,022.61 569,758.74 511,339.12 73,094.24 10,897,963.94 

  （1）计提 4,603,749.23 5,140,022.61 569,758.74 511,339.12 73,094.24 10,897,963.94 

       

 3.本期减少

金额 
5,689,564.45 4,994,246.23 214,348.99 483,929.51 39,695.10 11,421,784.28 

  （1）处置

或报废 
5,689,564.45 4,994,246.23 214,348.99 483,929.51 39,695.10 11,421,784.28 

       

 4.期末余额 37,502,843.31 34,815,857.95 4,117,333.97 4,554,246.21 1,186,424.65 82,176,706.09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

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

金额 
      

  （1）处置

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

价值 
117,013,051.79 55,632,871.03 2,542,635.60 2,597,707.59 2,427,014.58 180,213,280.59 

 2.期初账面

价值 
38,821,483.44 34,003,690.89 2,609,955.81 1,313,643.02 167,676.32 76,916,449.48 

 

更正后： 

19、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 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77,410,141.97 68,673,772.46 6,371,880.03 5,840,479.62 1,320,701.83 159,616,975.91 

 2.本期增加 86,204,373.48 27,713,569.69 519,984.27 1,797,442.67 2,363,136.25 118,598,506.36 



金额 

  （1）购置 1,096,396.41 8,558,471.50 413,642.39 1,448,724.73 2,338,543.68 13,855,778.71 

  （2）在建

工程转入 
85,107,977.07 19,155,098.19 106,341.88 348,717.94 24,592.57 104,742,727.65 

  （3）企业

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

金额 
9,098,620.35 5,938,613.17 231,894.73 485,968.49 70,398.85 15,825,495.59 

  （1）处置

或报废 
9,098,620.35 5,938,613.17 231,894.73 485,968.49 70,398.85 15,825,495.59 

       

 4.期末余额 154,515,895.10 90,448,728.98 6,659,969.57 7,151,953.80 3,613,439.23 262,389,986.68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38,588,658.53 34,670,081.57 3,761,924.22 4,526,836.60 1,153,025.51 82,700,526.43 

 2.本期增加

金额 
4,603,749.23 5,140,022.61 569,758.74 511,339.12 73,094.24 10,897,963.94 

  （1）计提 4,603,749.23 5,140,022.61 569,758.74 511,339.12 73,094.24 10,897,963.94 

       

 3.本期减少

金额 
5,689,564.45 4,994,246.23 214,348.99 483,929.51 39,695.10 11,421,784.28 

  （1）处置

或报废 
5,689,564.45 4,994,246.23 214,348.99 483,929.51 39,695.10 11,421,784.28 

       

 4.期末余额 37,502,843.31 34,815,857.95 4,117,333.97 4,554,246.21 1,186,424.65 82,176,706.09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

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

金额 
      

  （1）处置

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

价值 
117,013,051.79 55,632,871.03 2,542,635.60 2,597,707.59 2,427,014.58 180,213,280.59 

 2.期初账面

价值 
38,821,483.44 34,003,690.89 2,609,955.81 1,313,643.02 167,676.32 76,916,449.48 

 



二、对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的更正 

该报告中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五、投资状况分析”-“5、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中的“本期已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的金额漏了小数点，导致数据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年

份 

募集方

式 

募集资

金总额 

本期已

使用募

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

使用募

集资金

总额 

报告期

内变更

用途的

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

更用途

的募集

资金总

额 

累计变

更用途

的募集

资金总

额比例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总

额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用

途及去

向 

闲置两

年以上

募集资

金金额 

2017 年 
公开发

行股票 

48,670.5

5 
626,467 

14,638.5

8 
0 0 0.00% 

34,031.9

7 

存放于

募集资

金专户

和购买

理财产

品 

0 

合计 -- 
48,670.5

5 
626,467 

14,638.5

8 
0 0 0.00% 

34,031.9

7 
-- 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146,385,792.80 元，使用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340,000,000.00 元，加上扣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4,708,645.86 元，剩余募集

资金余额 5,028,353.06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额 5,028,353.06 元一致。 

 

更正后：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年

份 

募集方

式 

募集资

金总额 

本期已

使用募

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

使用募

集资金

总额 

报告期

内变更

用途的

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

更用途

的募集

资金总

额 

累计变

更用途

的募集

资金总

额比例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总

额 

尚未使

用募集

资金用

途及去

向 

闲置两

年以上

募集资

金金额 

2017 年 公开发 48,670.5 6,264.68 14,638.5 0 0 0.00% 34,031.9 存放于 0 



行股票 5 8 7 募集资

金专户

和购买

理财产

品 

合计 -- 
48,670.5

5 
6,264.68 

14,638.5

8 
0 0 0.00% 

34,031.9

7 
-- 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 146,385,792.80 元，使用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340,000,000.00 元，加上扣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4,708,645.86 元，剩余募集

资金余额 5,028,353.06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资金余额 5,028,353.06 元一致。 

 

三、对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补充 

该报告中第五节“重要事项”-“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1、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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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现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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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更正后：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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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昆 

股份限售

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公司公开发行股

2015 年 03

月 2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正常履行

中 



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2）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公司上市后

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收盘价

应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3）如在上述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

等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

调整）不低于发行价；如超过

上述期限拟减持公司股份的，

其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其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如不再担

任公司上述职务，则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5）其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

绝履行上述承诺。 

陈博、程

铁生、邓

杰和、刘

焕光、王

咸车、苏

小舒 

股份限售

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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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公司上市后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的，收盘价应作

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2015 年 03

月 27 日 

2018 年 5

月 15 日 

正常履行

中 



低于发行价，其所持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公

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等事

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

整）不低于发行价；如超过上

述期限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其

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前述锁定期满后，在其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如不再担

任公司上述职务，则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5）其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

绝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 
稳定股价

承诺 

本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

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

交易日本公司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本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

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

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

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下

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

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

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

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

调整），本公司将根据《上市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

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

回购结果不会导致本公司的

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

2015 年 03

月 2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正常履行

中 



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在上述条件成就

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

事会讨论稳定股价方案，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实施方

案将在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

条件成就时，本公司依法召开

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

购决议后公告。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本公

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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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股

份回购方案实施前本公司股

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

股价措施条件的，可不再继续

实施该方案。本公司回购股份

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

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公司

每次回购股份不低于预案实

施时公司总股本的 0.5%，单

个年度内累计不超过 2%（资

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

金、银行贷款等方式）。但如

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

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继续实

施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

公司可停止实施该方案。自本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

年内，若本公司新聘任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本公司将要求该等新

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

行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

措施的相应承诺。本公司承

诺：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

提条件满足时，如本公司未采

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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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赵玉昆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

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若因

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

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

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

应作相应调整），其将依据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

提下实施以下具体股价稳定

措施：（1）其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将以增持公司股份的方式

进行。如公司在上述需启动股

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

动了股价稳定措施，其可选择

与公司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或在公司股价稳定措施实

施完毕（以公司公告的实施完

毕日为准）后公司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

动股价稳定措施。其将在有关

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

后 3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

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股

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

等），在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

司，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

其增持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

露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其将按照方案开

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但如果公司披露其增持计划

后 3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已

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

措施的条件的，其可不再实施

上述买入公司股份计划。（2）

2015 年 03

月 2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正常履行

中 



其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

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3）其每次增

持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其上

一会计年度从公司获取的税

后薪酬/津贴及税后现金分红

总额之和的 20%，12 个月内

累计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

从公司获取的税后薪酬/津贴

及税后现金分红总额之和的

50%。但在稳定股价方案实施

过程中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

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条件

的，其可停止实施该方案。其

承诺：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

条件满足时，如其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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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如其未履行上述承

诺的，则其将自前述事项发生

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

酬/津贴及股东分红，直至其

按上述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时为止。 

公司全

体董事

（不包

含独立

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 

稳定股价

承诺 

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

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若因

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

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会计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

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

应做相应调整），且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施完毕股价稳定措

施（以公司公告的实施完毕日

为准）后，公司股票收盘价仍

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其将依据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2015 年 03

月 2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正常履行

中 



定，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

前提下实施以下具体股价稳

定措施：（1）其将通过二级市

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

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公司应

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其买入公

司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其

买入公司股份计划的 3 个交

易日后，其将按照方案开始实

施买入公司股份的计划。但如

果公司披露其买入计划后 3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价已经不

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的条件的，其可不再实施上述

买入公司股份计划。（2）其通

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

买入公司股份的，买入价格不

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3）其每次

增持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其

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获取的

税后薪酬/津贴及税后现金分

红总额之和的 20%，12 个月

内累计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

度从公司获取的税后薪酬/津

贴及税后现金分红总额之和

的 50%。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

实施过程中公司股价已经不

满足继续实施稳定公司股价

措施条件的，其可停止实施该

方案。其承诺：在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

其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

体措施，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

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未履

行上述承诺的，则其将自前述

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津

贴（如有）及股东分红（如有），

直至其按上述预案内容的规

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



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 

信息披露

重大违规

回购新

股、赔偿

损失承诺 

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

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

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

或生效判决的当日进行公告，

并在 5 个交易日内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开董事会并发出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在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并经相关主管部门

批准/核准/备案后启动股份

回购措施；本公司承诺按市场

价格（且不低于发行价）进行

回购。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

息事项的，上述回购股份数量

应作相应调整。如本公司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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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

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

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如果本公司未履行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公开承诺

事项，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

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

关损失。 

2015 年 06

月 04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赵玉昆 

信息披露

重大违规

回购新

股、赔偿

损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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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将督促公司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

2015 年 06

月 04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股，并且其将依法购回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其公开发

售的股份。其将在中国证监会

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

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

认定或生效判决的当日进行

公告，并在 5 个交易日内启动

购回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回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其公

开发售的股份。其承诺按市场

价格（且不低于发行价）进行

购回。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

息事项的，上述购回价格及购

回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如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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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

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其承诺不因

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上述已作出的承诺。若其

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购回

措施或赔偿措施向公司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

违反上述承诺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处领

取薪酬/津贴及股东分红，同

时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

转让，直至其按上述承诺采取

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

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全

体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

人员 

信息披露

重大违规

回购新

股、赔偿

损失承诺 

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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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

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其承诺

2015 年 06

月 04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放弃履行上述已作出的承诺。

若其违反上述承诺，则将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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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违反上

述赔偿措施发生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

薪酬/津贴（如有）及股东分

红（如有），同时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如有）不得转让，直

至其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

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赵玉昆 

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

向承诺 

如其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其持有的本次公开

发行前的公司股份，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的 25%（若公司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

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超过上述期限其拟减持公司

股份的，其承诺将依法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办理。若其未履行上述

承诺，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

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

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

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 3 个月。若其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

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

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

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其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

2015 年 03

月 27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

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陈博、程

铁生、邓

杰和、刘

焕光、王

咸车、苏

小舒 

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

向承诺 

如其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其持有的本次公开

发行前的公司股份，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的 25%（若公司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

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超过上述期限其拟减持公司

股份的，其承诺将依法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办理。若其未履行上述

承诺，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

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

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

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 3 个月。如果其因未履行

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

收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

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

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其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5 年 03

月 27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全体董

事、高级

管理人

员 

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

报承诺 

（1）不以无偿或以不公平条

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

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2）将全力支持及

配合公司对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消费行为的规范，包括

但不限于参与讨论及拟定关

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

2015 年 03

月 27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范的制度和规定、严格遵守及

执行公司该等制度及规定等。

（3）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

等监管机构规定和规则、以及

公司制度规章关于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要求，坚

决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

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

动。（4）将全力支持董事会或

薪酬委员会在制定/或修订薪

酬制度时，将相关薪酬安排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并在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该薪酬制度议

案时投赞成票（如有投票/表

决权）。（5）公司目前无股权

激励计划。若未来进行股权激

励，其将全力支持公司将该股

权激励的行权条件等安排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并在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该员工股权激

励议案时投赞成票（如有投票

/表决权）。（6）若其违反上述

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

并道歉；其自愿接受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协会对其采取的

自律监管措施；若违反承诺给

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补偿责任。 

赵玉昆 

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

报承诺 

在任何情形下，其均不会越权

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

会侵占公司的利益；其将切实

履行实际控制人的义务，忠

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如

其违法或不履行上述承诺，则

其将（1）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违反或未履行上述承诺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2）自前述

2015 年 03

月 27 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

（津贴）及股东分红，同时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其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

承诺情形消除；（3）如其因违

反或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

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

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后的

5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公

司指定账户；如果因其未履行

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除上述更正外，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

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20 日 


	19、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19、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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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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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