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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

君德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及参加费率优惠等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君德

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德汇富” )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华泰

柏瑞基金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君德汇富自2019年2月20日起增加代销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定投及参加费率优惠等业务,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97

2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1

3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2

4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5

5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7

6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6

7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7

8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9

9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98

10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815

11 华泰柏瑞新经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13

12 华泰柏瑞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75

13 华泰柏瑞价值精选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954

14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05

15 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75

16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09

17 华泰柏瑞新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76

18 华泰柏瑞国企整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6

19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5

20 华泰柏瑞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6

21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220

22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460300

23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6131

24 华泰柏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1214

25 华泰柏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6087

26 华泰柏瑞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6286

27 华泰柏瑞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6293

28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10

29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9

30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72

31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32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73

33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074

34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531

35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244

36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104

37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04

38 华泰柏瑞量化创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94

39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055

40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532

41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69

42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8

43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60108

44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87

45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188

46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421

47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422

48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86

49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460003

50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6

51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 460106

52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3246

53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3871

自2019年2月2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君德汇富任何渠道办理上述处于开放期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

业务。

二、通过君德汇富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自2019年2月20日起在君德汇富开通上述除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

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外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取方法及业

务规则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基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申

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君德汇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三、通过君德汇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公司自2019年2月20日起在君德汇富同时开通上述除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以外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最低扣款

金额为100元，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君德汇富的有关规定。

四、参加君德汇富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9年2月20日起，凡投资者通过君德汇富平台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上述基金（限前端收

费模式），享有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补差费率优惠，具体业务办理规定以君德汇富的相关规定

和公告为准。

五、业务咨询

君德汇富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

情况：

1、北京君德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9-1218

公司网址：www.kstreasure.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8）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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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泰信

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

机构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及参加费率优惠等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泰信财富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信财富” )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华泰柏瑞

基金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泰信财富自2019年2月21日起增加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定投及参加费率优惠等业务,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97

2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1

3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2

4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5

5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7

6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6

7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7

8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9

9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98

10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815

11 华泰柏瑞新经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13

12 华泰柏瑞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75

13 华泰柏瑞价值精选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954

14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05

15 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75

16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09

17 华泰柏瑞新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76

18 华泰柏瑞国企整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6

19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5

20 华泰柏瑞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6

21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220

22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460300

23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6131

24 华泰柏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1214

25 华泰柏瑞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6087

26 华泰柏瑞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6286

27 华泰柏瑞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06293

28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10

29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9

30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72

31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32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73

33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074

34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531

35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244

36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104

37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04

38 华泰柏瑞量化创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94

39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055

40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532

41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69

42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8

43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60108

44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187

45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188

46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421

47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422

48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86

49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460003

50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0006

51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 460106

52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3246

53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3871

自2019年2月21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泰信财富任何渠道办理上述处于开放期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

业务。

二、通过泰信财富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自2019年2月21日起在泰信财富开通上述除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

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外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取方法及业

务规则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基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申

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泰信财富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三、通过泰信财富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公司自2019年2月21日起在泰信财富同时开通上述除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以外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最低扣款

金额为100元，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泰信财富的有关规定。

四、参加泰信财富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9年2月21日起，凡投资者通过泰信财富平台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上述基金（限前端收

费模式），享有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补差费率优惠，具体业务办理规定以泰信财富的相关规定

和公告为准。

五、业务咨询

泰信财富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

情况：

1、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04-8821

公司网址：www.hxlc.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8）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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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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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9年1月3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出具了

《关于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97号），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

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讨论和核实相关问题，现对关注函所涉及的事项逐一回复如下：

一、2017年12月31日，你公司合并报表商誉净值为374,045.45万元，其中你公司2015年收购万圣伟

业100%股权，形成商誉172,430.67万元。 2016、2017均未对万圣伟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016年收购智

趣广告100%股权，形成商誉69,931.26万元，智趣广告2017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为2,915.76万元，与业绩

承诺7,540万元相差4,624.24万元，未达到业绩承诺要求。 2017年年末你公司针对智趣广告计提商誉减

值10,038.61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针对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拟分别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发生

减值迹象的时间、原因；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准确性，在2018年集中计提

大额商誉减值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并说明是否存在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一)�针对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拟分别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发生减值迹象的时间、原因

公司修正后的2018年度预计业绩为亏损11.76亿元至 16.76亿元，其中公司拟对江苏万圣伟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圣伟业” ）和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趣广告” ）计提商誉减

值合计约13-18亿元。 公司对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拟分别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约为11-14亿元和

2-4亿元，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发生减值迹象的时间，以及公司拟对其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如

下：

1.�公司子公司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主要为客户提供流量整合服务和精准营销服务，2018年在国内

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根据《IDC中国季度手机市场跟踪报告，2018年第四季

度》的相关分析，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降幅9.7%，2018年全年，国内智能机整

体市场出货量同比下滑超10%，导致部分移动端推广业务下滑较大。

2.� 2018年受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影响，游戏版号审批一度处于暂停状态，游戏行业遭遇寒冬，行业竞

争进一步加大，另外P2P行业持续不断爆雷及严监管，金融服务行业业务大幅萎缩。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

所代理的P2P和游戏类APP产品推广业务受上述影响较大。

3.� 2018年，移动互联网行业融资环境恶化，导致创业企业数量大幅减少，企业广告投放及营销推广

预算大幅削减，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为进一步抢占和巩固市场及媒体资源，期末给予部分上游客户较高

的返点政策以及预测媒体及媒体代理公司年度返点政策不及预期， 综合导致毛利率呈现较大程度的下

滑，营业收入、毛利率以及净利润均未达到当年度整体财务预算预测数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有关商誉减值的处理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

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2019年1月末，公司根据对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未来业绩的预测，初

步测算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分别约为11-14亿元和2-4亿元，将计入 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二)�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准确性

1.� 2015-2017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万圣伟业 智趣广告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注]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注]

2015年

34,

190.60

22,

768.83

71,

016.08

16,

680.96

7,369.62 3,419.30

28,

928.01

2,

184.43

2016年

76,

840.51

45,

251.15

150,

809.44

22,

448.98

14,

776.87

7,438.15

51,

066.29

4,

017.54

2017年

111,

898.04

67,

645.72

234,

531.76

22,

326.95

25,

526.60

10,

580.43

77,

754.78

2,

936.93

[注]：系财务报表数据。

2.�对赌期内业绩已完成情况（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业绩承诺

年度

各期业绩承诺

是否完成

各期承诺

业绩金额

各期完成

业绩情况[注]

万圣伟业

2015 是 14,800.00 17,906.76

2016 是 18,561.00 22,553.48

2017 否 23,125.00 19,038.75

智趣广告

2016 否 5,800.00 3,223.96

2017 否 7,540.00 3,668.95

[注]：系对赌期内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对经营业绩考核的净利润。

2015-2017年度，万圣伟业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9,498.99万元，承诺实现业绩

金额合计56,486.00万元，超额完成3,012.99万元。

3.�商誉构成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商誉构成明细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2017末商誉

账面原值

2017年商誉

减值计提金

额

商誉减值累

计金额

2017年末商

誉账面价值

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2,430.67 - - 172,430.67

上海智趣广告有限公司 69,931.26 10,038.61 10,038.61 59,892.65

4.� 2016年和2017年商誉减值依据及测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有关规定，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针对公司收购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形成的商誉在2016年12月31日和2017年12月31日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公司分别对两家公司进行了减值测试。 上述两家公司相应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是以管理层批准

的财务预算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所确定的。 公司认为该等财务预算及预测的未来现金流量系公

司管理层基于2016年12月31日和2017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之最佳估计，考虑了该资产负债表日资产组

历史财务数据、行业发展状况和资产组未来业务发展趋势。 经测试，上述资产组于2016年12月31日和

2017年12月31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以及应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金额汇总如下：

(1)� 2016年度（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应计提商

誉

减值金额

资产组账面价值

商誉账面价

值

小计

万圣伟业 237,520.63 57,034.62 172,430.67 229,465.29 -

智趣广告 81,937.43 7,438.15 69,931.26 77,369.41 -

(2)� � 2017年度（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应计提商

誉

减值金额

资产组账面价值

商誉账面价

值

小计

万圣伟业 268,226.71 77,991.47 172,430.67 250,422.14 -

智趣广告 70,473.08 10,580.43 69,931.26 80,511.69 10,038.61

针对公司收购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形成的商誉在2016年12月31日和2017年12月31日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公司聘请了坤元评估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公司结合资产组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市场

前景的分析复核了现金流量的预测，并对上述评估报告进行复核，对减值测试过程中使用的模型及重要

参数进行查验，未发现重大异常。

因此，公司上述商誉确认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三)�公司在2018年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有关商誉减值的处理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

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2018年末，公司对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的未来经营情况进行了全面

分析预测；同时，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针对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所确认的商誉

以2018年12月31日作为基准日进行减值测试评估。 由于前述宏观经济及行业竞争加大等因素，一方面

业务在2018年下半年呈现大幅下滑， 另一方面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为进一步抢占和巩固市场及媒体资

源，期末给予部分上游客户较高的返点政策，加上媒体及媒体代理公司年度返点政策/返点考核不及之

前预期，导致下半年经营业绩大幅下滑，预计两家公司2018年全年业绩下滑幅度超过40%（根据未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具体数据以年报审计数据为准）。 因此，公司管理层根据上述减值迹象，判断因收购

万圣伟业和智趣广告这两家公司形成的商誉在2018年末存在较大的减值风险， 公司拟对这两家公司计

提商誉减值合计约13-18亿元，将计入当期资产减值损失，相关会计估计判断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四)�公司是否存在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2018年末，公司根据2018年第四季度以及年度结束后的返点政策对返点金额测算，进而对全年业

绩进行了测算，并以此对未来经营业绩进行了预测。目前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有关商誉减值的处理的相关规定，以及按照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要求，

并咨询了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的相关专家意见，对商誉减值进行了初步测算。 公司拟计提

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主要还是基于2018年行业竞争格局变化较快以及媒介代理业务毛利下滑较大等

因素， 综合评估2018年度数字营销业务盈利能力下降， 与公司原财务预算产生了较大的背离， 公司在

2018年大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二、 你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21,059.14万元至

29,482.80万元，在业绩变动原因中并未提及商誉减值事项，请说明你公司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

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上述事项的影响、与修正后业绩差异较大的原因，并请详细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

项的具体时点，以及你公司业绩预计修正是否及时。

（一）公司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上述事项的影响

由于公司广告代理业务2018年度主要媒体或代理公司的返点政策和返点金额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一是需要结合第四季度的投放量以及全年的投放量，二是需要根据主流媒体对2019年的战略规划，

从而确定2018年度最终返点政策及返点金额。由于公司所处的互联网广告代理行业的上述特点，因此在

2018年第三季度末，公司无法准确地预测2018年四季度的业绩实现情况，进而无法准确预测各标的公

司的全年业绩水平。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时，公司根据2018年第四季度以及年度结束后的返点政策对返点

金额测算进而对全年业绩进行了测算，并以此对未来经营业绩进行了预测，初步测算需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商誉出现减

值。 因此，公司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未考虑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全年业绩的影响。

（二）与修正后业绩差异较大的原因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前后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计提了金额较大的商誉减值准备。

（三）详细说明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以及你公司业绩预计修正是否及时

公司于2019年1月中旬陆续收到各下属子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后，按照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

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相关要求，对公司商誉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进行测算，并于2019年1月末得出

初步的结果，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对业绩预告进行修正并予以

公告，公司的业绩预告修正是及时的。

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目前质押股份情况，是否存在平

仓风险及已采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目前质押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权人 到期时间 备注

1 王相荣 37,795.999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02.02

展期正在审

批中

2 王相荣 10,0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

支行

2019.06.20

2019.09.05

3 王相荣 22,56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岭支行

2019.08.27

2019.08.29

4 王相荣 4,000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

2019.12.12

5 王相荣 3,36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担

保【注1】

6 王相荣 8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担

保

【注2】

小计 78,526.9999

1 王壮利 12,495.789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02.20

展期正在审

批中

2019.02.20

展期正在审

批中

2 王壮利 14,35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02.23

展期正在审

批中

3

王壮利

2,6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

支行

2019.10.29

4 600 2019.08.15

5 王壮利 10,48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

2019.03.14

6 王壮利 21,890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

2019.12.12

7 王壮利 2,3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担

保【注1】

小计 64,715.7897

注1：此非融资性质押担保为王相荣和王壮利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融资的员工进行补仓担

保；

注2：此非融资性质押担保为王相荣为徐先明股票质押融资提供的追加担保。

截止目前，王相荣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849,837,0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3%；王壮利先生共持

有公司股份671,863,8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09%。 王相荣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785,

269,99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2.40%；王壮利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647,157,897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6.32%。

（二）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及已采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结合A股市场整体走势和公司股价走势，目前平仓线离目前股价还有一段距离，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若在极端情况下，市场及公司股价出现持续下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

生质押的公司股票不排除触及平仓线的风险。

除追加质押剩余的股票外，未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出售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

股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已获政府纾困资金支持，拟转让部分股票给农银凤凰银桂基金），并将

其名下的非上市公司资产及股权进行变现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现金流， 所得资金将用于偿还各债权人的

债务，并解除部分股份的质押，降低质押率。

（三）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极端情况下，若公司股票持续下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足够的股票（或资金）及

时补仓，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足够的资金及时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存在控制权变更的

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瘦身” 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继续督促高管和全体员工勤勉尽责，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 除此之外，公司将加强内控管理严格杜绝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的发生，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四、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关于利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注函的相关说明》（天健函〔2019〕94号），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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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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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46,750,087.98 1,054,428,156.48 37.21%

营业利润 334,918,545.60 229,391,218.76 46.00%

利润总额 341,006,276.70 232,231,157.53 4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126,461.37 180,223,954.57 6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0 0.99 6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2% 13.24% 5.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22,319,528.92 1,731,690,505.38 2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626,106,923.83 1,442,650,462.46 12.72%

股 本 181,339,000.00 106,67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8.97 13.52 -33.65%

注：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106,670,000.00股增加至181,339,

000.00股，同时分配了现金股利1.07亿元。 公司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21%；实现营业利润3.35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46.00%；实现利润总额3.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0.98%；基本每股收益1.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62%；公司经营业绩保持

稳定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加大产品设计研发，产品更加契合客户需求，得到市场广泛认可；

2、公司开展渠道优化升级和新开店铺网络布局，打造精品店和大型体验店，扩大市场覆盖率，销售

规模逐步扩大,销售业绩相应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品牌推广力度，签约明星杨烁、江一燕；助力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亚运之队

征战雅加达亚运会为国增光，使得品牌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得到迅速提升；

4、母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企业所得税按15%缴纳，因税率变动影响，公司净利润进一步增

加。

报告期内， 公司实施完成了包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2017年度权益分派工作， 致使公司股本扩

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被摊薄。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

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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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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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协和路19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70,654,2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8.65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张蕴女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569,037,517 99.98311 1,614,911 0.01687 1,800 0.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569,037,517 99.98311 1,614,911 0.01687 1,800 0.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为绿地控股集团杭州双塔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556,074,177 99.84766 14,546,051 0.15199 34,000 0.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381,496,

562

99.57801 1,614,911 0.42152 1,800 0.00047

2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381,496,

562

99.57801 1,614,911 0.42152 1,800 0.00047

3

关于为绿地控股集

团杭州双塔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368,533,

222

96.19432

14,546,

051

3.79680

34,

000

0.008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1至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上述第1至3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国俊、周媛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绿地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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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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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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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7日15:00至2019年2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333号龙泉科技大厦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长杰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共174,109,07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530%。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12人，代表公司股份174,010,37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321%；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份98,7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人数为8人，代表公司股

份16,010,0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8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部分机器设备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174,039,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601%；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3%；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2、审议通过《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股东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44,016,83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6%；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1%；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40,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5665%；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72%；弃权1,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6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朱瑶、李侠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关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部分销售

机构赎回及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人对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

司与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米基金”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丰基

金”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金” ）和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信证券”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上述销售机构赎回或转换费率优惠活动。

一、 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在上述销售机构销售的开放式基金。

如本公司新增基金产品不适用于下述优惠活动内容或适用基金范围有变化， 请以本公司最新相关

公告内容为准。

二、 优惠活动

1、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自2019年2月19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盈米财富办

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享有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盈米财富

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2、 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自2019年2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奕丰金融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补差享有最低一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奕丰金融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3、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自2019年2月19日起，在符合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投资者通过蚂蚁基金办

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赎回业务，享有赎回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蚂蚁基金网站页面公示为准。

4、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2019年2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华信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补差享有1折优惠。

三、 特别提示

1、 各销售机构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该销售机构所有。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如上述优惠活动调整，本公司

及各销售机构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与风险提示，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品种进行投资。

四、 咨询方式

1、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www.yingmi.cn

2、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3、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4、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5999

网址：www.shhxzq.com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895522

网址：www.tkfunds.com.cn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19日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下限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协商

一致，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2月19日起，降低通过招商银行

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下限。

一、 适用基金范围：

泰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10）、泰康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基金代码：002245；C类，基金代码：002246）、泰康沪港深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2653）、泰康宏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67）、泰康丰盈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986）、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78）、泰

康兴泰回报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340）、泰康泉林量化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00）、泰康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14）、泰康均

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474；C类，基金代码：005524）。

二、 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下限调整方案：

自2019年2月19日起，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每期扣款金额应不

低于30元。

如本公司新增基金产品不适用于上述内容或适用基金范围有变化， 请以本公司最新相关公告内容

为准。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1895522

网址：www.tkfunds.com.cn

四、 重要提示

1.�招商银行对定投扣款下限区分普通定投和聪明定投：对于普通定投，起点300元（含），招商银行

系统不支持300以下的普通定投；对于聪明定投，基准300元起（含），随着市场行情波动，聪明定投最低

定投扣款金额可能为30元，招商银行系统会支持此类低于300元的聪明定投交易。

2.�本公司原于2018年5月22日发布《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下限的公告》，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自动失效，请以本公告内

容为准。

3.�本公告解释权归招商银行所有。

4.�上述业务调整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5.�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与风险提示，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品种进行投资。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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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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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谢云臣

持有公司股票26,459,900股， 股东陶万垠持有公司股票4,785,800股， 股东徐鸿飞持有公司股票657,

550股，股东李旻持有公司股票250,000股，股东蔡向东持有公司股票165,050股，股东曹青持有公司股

票30,000股。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本次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已过半，股东谢云臣减持公司股份33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939%，其余人员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云臣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6,459,900 7.3681% IPO前取得：26,459,900股

陶万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785,800 1.3327% IPO前取得：4,785,800股

徐鸿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57,550 0.1831%

IPO前取得：157,550股

其他方式取得：500,000股

李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50,000 0.0696% 其他方式取得：250,000股

蔡向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5,050 0.0460%

IPO前取得：40,05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5,000股

曹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0,000 0.0084% 其他方式取得：3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谢云臣 337,100

0.0939

%

2018/11/14 ～

2019/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15-6.49

2,158,

300

26,122,

800

7.2742%

陶万垠 0 0%

2018/11/14 ～

2019/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4,785,800 1.3327%

徐鸿飞 0 0%

2018/11/14 ～

2019/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657,550 0.1831%

李旻 0 0%

2018/11/14 ～

2019/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250,000 0.0696%

蔡向东 0 0%

2018/11/14 ～

2019/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165,050 0.0460%

曹青 0 0%

2018/11/14 ～

2019/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30,000 0.008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股东谢云臣、陶万垠、徐鸿飞、李旻、蔡向东、曹青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发生重大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了本次减持计划公告，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上海

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18-091号）。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谢

云臣、陶万垠、徐鸿飞、李旻、蔡向东、曹青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

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