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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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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7日

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4月30日上午9点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付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5名，其中独立董

事钟宇先生、王俊杰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付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刘强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

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董事长提名，选举第四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付波（主任委员）、刘强、阎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审计委员会：钟宇（主任委员）、王俊杰、刘强；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提名委员会：王俊杰（主任委员）、钟宇、付波；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俊杰（主任委员）、钟宇、付波。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

4、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付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裁，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王晓军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阎磊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阎磊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决定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8、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贲亮亮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9、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中心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肖述军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审计中心负责人职务，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0、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秘书提名，聘任翟慎琛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翟慎琛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1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1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13、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资

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付波先生：198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建华建材（黑龙

江）有限公司、建华建材（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获

“2018年度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

付波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付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付波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强先生：198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 曾任汤

始建华建材（山东）有限公司、建华建材（烟台）有限公司、建华建材（莱阳）有限公司、滨州建华建材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强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刘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刘强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阎磊先生：198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理等职，现任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阎磊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阎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378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阎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钟宇先生：197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深圳深信会

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员、项目经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现任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部门经理、合伙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钟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钟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钟宇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俊杰先生：196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曾任天津市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现任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格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俊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王俊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王俊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晓军先生：197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二级注册建造师。

曾任淄博龙泉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辽宁盛世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淄博

龙泉盛世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广东龙泉水务管道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大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湖南盛世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晓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王晓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750,03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王晓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贲亮亮先生：198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曾任

汤始建华建材（苏州）有限公司、建华建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贲亮亮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贲亮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贲亮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肖述军先生：197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

注册税务师。 曾任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级审计师。

肖述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肖述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肖述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翟慎琛先生：199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 2013年7月入职

本公司，现任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翟慎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翟慎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翟慎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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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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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7日

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30日上午11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

司监事王宇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其中监事邢士波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同意选举王宇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

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王宇先生：198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建华建材（河

北）有限公司、建华建材（沧州）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办公室经理，现任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王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王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王宇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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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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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更正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5月2日财政部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

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披露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公告编号：2019-027），基于上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部分内容进行补充更正。

二、补充、更正的内容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中“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更正后：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00,000.00

（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中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更正后：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00,000.00

（三）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中“1、首次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更正前：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8,509,762.09 218,509,762.0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05,245,723.16 1,105,245,723.16

其中：应收票据 7,726,705.67 7,726,705.67

应收账款 1,097,519,017.49 1,097,519,017.49

预付款项 23,073,980.71 23,073,980.71

其他应收款 25,928,543.81 25,928,543.81

存货 385,038,235.28 385,038,235.28

其他流动资产 15,534,547.92 15,534,547.92

流动资产合计 1,773,330,792.97 1,773,330,792.9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不适用 -3,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9,768,298.75 9,768,298.7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3,000,000.00 3,000,000.00

固定资产 974,424,312.59 974,424,312.59

在建工程 15,901,176.16 15,901,176.16

无形资产 278,357,172.61 278,357,172.61

商誉 210,390,579.24 210,390,579.24

长期待摊费用 6,842,401.83 6,842,401.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85,510,752.41 85,510,752.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466,087.77 31,466,087.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15,660,781.36 1,615,660,781.36

资产总计 3,388,991,574.33 3,388,991,574.3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1,500,000.00 501,5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38,850,645.37 238,850,645.37

预收款项 197,776,804.86 197,776,804.86

应付职工薪酬 54,944,586.78 54,944,586.78

应交税费 44,178,276.19 44,178,276.19

其他应付款 192,622,623.55 192,622,623.55

应付股利 1,004,018.69 1,004,018.6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8,886,787.21 48,886,787.21

流动负债合计 1,278,759,723.96 1,278,759,723.9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63,684,276.08 63,684,276.08

预计负债 133,600.00 133,600.00

递延收益 21,613,167.88 21,613,167.88

递延所得税负债 5,402,176.78 5,402,176.78

非流动负债合计 90,833,220.74 90,833,220.74

负债合计 1,369,592,944.70 1,369,592,944.7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72,441,974.00 472,441,974.00

资本公积 1,175,513,137.42 1,175,513,137.42

盈余公积 79,651,060.30 79,651,060.30

未分配利润 275,407,585.06 275,407,585.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003,013,756.78 2,003,013,756.78

少数股东权益 16,384,872.85 16,384,872.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9,398,629.63 2,019,398,629.6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88,991,574.33 3,388,991,574.33

调整情况说明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1,643,297.54 161,643,297.5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39,332,719.41 839,332,719.41

应收账款 839,332,719.41 839,332,719.41

预付款项 18,696,798.73 18,696,798.73

其他应收款 432,521,835.42 432,521,835.42

存货 121,741,247.80 121,741,247.80

其他流动资产 11,599,147.13 11,599,147.13

流动资产合计 1,585,535,046.03 1,585,535,046.0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不适用 -3,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4,726,497.53 4,726,497.53

长期股权投资 1,071,113,885.96 1,071,113,885.9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3,000,000.00 3,000,000.00

固定资产 337,232,151.00 337,232,151.00

在建工程 11,093,172.73 11,093,172.73

无形资产 47,919,835.41 47,919,835.41

长期待摊费用 20,044,731.65 20,044,731.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62,093,673.02 62,093,673.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745,040.23 18,745,040.2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75,968,987.53 1,575,968,987.53

资产总计 3,161,504,033.56 3,161,504,033.5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64,000,000.00 364,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8,481,239.47 168,481,239.47

预收款项 324,226,051.13 324,226,051.13

应付职工薪酬 8,372,948.50 8,372,948.50

应交税费 2,499,846.37 2,499,846.37

其他应付款 367,438,081.70 367,438,081.70

应付股利 1,004,018.69 1,004,018.6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0,273,068.23 30,273,068.23

流动负债合计 1,265,291,235.40 1,265,291,235.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27,399,689.56 27,399,689.56

递延收益 13,111,592.14 13,111,592.1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511,281.70 40,511,281.70

负债合计 1,305,802,517.10 1,305,802,517.1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72,441,974.00 472,441,974.00

资本公积 1,175,261,914.51 1,175,261,914.51

盈余公积 79,651,060.30 79,651,060.30

未分配利润 128,346,567.65 128,346,567.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55,701,516.46 1,855,701,516.4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61,504,033.56 3,161,504,033.56

调整情况说明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

除上述内容变动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事项不影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由此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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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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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30日，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运

营效率，公司决定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机构图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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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

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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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

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 现就增资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资事项概述

1、为提升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管业” ）的业务拓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同意新

峰管业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增资7,6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峰管业注册资本由7,500万元增

至15,100万元，公司仍持有新峰管业100%股权。

2、2019年4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

限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公司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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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名称：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

2、住所：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西拓区振胡路136号

3、法定代表人：刘强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7,500万元整

6、经营范围：高中低压管道配件、XF双向空气马达阀门执行器的制造，冷作、金属切削加工，管件、管

材、阀门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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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新峰管业总资产72,510.63万元，净资产46,041.70万元，资产负债率36.50%；

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57,638.18万元，利润总额14,926.27万元，净利润12,687.45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2019年3月31日，新峰管业总资产69,151.81万元，净资产45,967.20万元，资产负债率33.53%；

2019年1-3月营业收入5,507.09万元，利润总额-87.66万元，净利润-74.5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前，新峰管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5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峰管业注册资本由7,500

万元增至15,100万元，公司仍持有新峰管业100%股权。 本次增资以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四、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是为提升新峰管业的业务拓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2、风险提示

公司增资新峰管业可能面临市场环境、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会以合

理的对策和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3、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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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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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提高公司产品及原材料的运输效率，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

关联方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卡满行” ）、上海圆鸟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圆鸟” ）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接受关联方江苏卡满行、上海圆鸟提供的运输服务，预计交易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2、2019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

中关联董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江苏卡满行物

联科技有限公

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运输服务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8,

000

万元

-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上海圆鸟供应

链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运输服务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2,

000

万元

489.88

万元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卡满行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卡满行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市京口区新民洲北京路348号

法定代表人：郭大相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货运代理；货运配载；运输信息服务；货物的仓储（危险品除外）、包装、搬运、

分拣、装卸、起重吊装；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汽车租赁；五金制品、汽车配件、轮胎销售；物流装备信息咨询；

物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技术研发与推广；企业管理咨询；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保鲜）；大型物件

运输；无船承运业务；无车承运业务；运输方案设计、物流方案咨询、设计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代理报检、

报关服务；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国内船舶代理、国内水路货运代理；船舶租赁；联运中

转；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润滑油销售；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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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江苏卡满行总资产2,214.5万元，净资产1,013.80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7,

180.50万元，净利润13.80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江苏卡满行总资产2,932.74万元，净资产1,013.43万元；2019年1-3月营业收

入3,374.38万元，净利润-0.37万元。

2、上海圆鸟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圆鸟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685号14幢B座507室

法定代表人：陈善勇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道路货

物运输，汽车租赁，物流装备信息咨询，人工搬运服务，人工装卸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无船承运业务，销售

轮胎、橡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蓄电池、电线电缆、矿产品、金属材料、焦炭、汽车配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办公设备、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鞋帽、化妆品、日用百货、花卉、机电设备、纸浆、纸制

品、建筑材料、食用农产品、金属制品、塑料粒子，煤炭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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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海圆鸟总资产9,611.05万元，净资产1,561.69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1,

165.80万元，净利润543.50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上海圆鸟总资产10,411.40万元，净资产1,767.75万元；2019年1-3月营业收入

9,985.38万元，净利润224.25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先生担任江苏卡满行、上海圆鸟之控股股东建华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江苏卡满行、上海圆鸟构成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江苏卡满行、上海圆鸟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不存在

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在该事项发

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提高公司产品及原材料的运输效率，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

业务的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为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3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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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管业” ）生产经营融资所需，山东龙泉

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向其提供人民币15,000万元的融资性担保，为其融资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三年。

2019年4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

2、住所：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西拓区振胡路136号

3、法定代表人：刘强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7,500万元整

6、经营范围：高中低压管道配件、XF双向空气马达阀门执行器的制造，冷作、金属切削加工，管件、管

材、阀门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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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新峰管业总资产72,510.63万元，净资产46,041.70万元，资产负债率36.50%；

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57,638.18万元，利润总额14,926.27万元，净利润12,687.45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2019年3月31日，新峰管业总资产69,151.81万元，净资产45,967.20万元，资产负债率33.53%；

2019年1-3月营业收入5,507.09万元，利润总额-87.66万元，净利润-74.5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对外担保决定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本次担保符

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的担保总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3,500万元（含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担保金额），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1.72%。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

2019-065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变更后公司中文名称：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变更后公司英文名称：WUHU� SANQI�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NETWORK�

TECHNOLOGY� GROUP� CO.,LTD.

3、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及证券代码“002555” 保持不变

4、变更后公司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芜湖广告产业园广告创意综合楼十一楼

一、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变更说明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9年4月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中文名称变更为“芜湖三七互娱

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WUHU� SANQI�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NETWORK� TECHNOLOGY� GROUP� CO.,LTD.” ；注册地址变更为“安徽省

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芜湖广告产业园广告创意综合楼十一楼” ，邮政编码变更为“241000” 。 详见公

司于2019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7）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

后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13927789U

名称：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芜湖广告产业园广告创意综合楼十一楼（申报承诺）

法定代表人：李卫伟

注册资本：212487.0253万

成立日期：1995年5月26日

营业期限：1995年5月26日至2023年05月25日

经营范围：网络及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涉及前置许可的除

外），计算机系统集成 ，网络工程，图文设计制作，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

用产品）的销售，动漫的设计和制作，广告的设计、制作和发布，组织境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实业投资，

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 （以上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

二、公司名称变更原因

鉴于公司已将汽车板块资产进行了剥离，业务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同时考虑到公司在财务管理、风

险控制、业务体系等方面已实现集团化的管理和运作，为使公司名称更好地匹配公司的实际情况，让投

资者对公司有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更好地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结合现阶段公司发展具体情况和未

来战略，公司拟将公司名称（中英文）进行变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此次仅变更公司中英文名称及公司注册地址，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及证券代码“002555” 保

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9-033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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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证券（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证券代码:000825）于2018年4月16日开市时起停

牌，并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5）；2018年4月21日、4月28

日、5月5日、5月12日、5月19日、5月26日、6月2日、6月9日、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7月21日、7月28

日、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9月8日、9月29日、10月20日、11月3日、11月17日、12

月1日、12月15日、12月29日、2019年1月16日、1月30日、2月20日、3月6日、3月20日、4月3日和4月17日

公司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6、2018-017、2018-018、

2018-020、2018-022、2018-025、2018-026、2018-027、2018-033、2018-037、2018-039、

2018-044、2018-045、2018-046、2018-047、2018-049、2018-050、2018-054、2018-055、

2018-060、2018-063、2018-071、2018-072、2018-073、2018-078、2018-082、2019-001、

2019-005、2019-010、2019-011、2019-012、2019-013、2019-016）；2018年5月16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1）；2018年6月16日公

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0）；2018年6月2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8-035)；

2018年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 � � � � � � � �公告

编号：2018-043)；2018年9月17日披露了 《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8）。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目前，本次重组涉及的审

计、评估、商务谈判等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及各相关方就交易方案及可能涉及的问题仍在反复沟

通和审慎论证中。 因原补充备忘录中约定的备忘录有效期限已届满，各方经友好协商，就延长原备忘录

约定的有效期等条款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了补充备忘录（二）。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

作，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交易双方尚未签署关于标的公司51%股权的正

式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及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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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

兴瑞科技）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19年4月26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4月30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7），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84,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转增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294,400,000.00股。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4月22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9年4月23日，公司目前已完成本次现金股利的派发及转增事项，并将尽快向当地主管部门办理相关

变更备案手续。

3、 同时， 公司已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29）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披露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公告。

4、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宁波兴瑞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1） 中所列示的公司风险因

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提示，上述风险

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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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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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135,480.9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40.36万元，2019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33,150.8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0.58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签

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进展公告》，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合作各方的框架性约定，在正

式协议签署后将以正式协议为准。 目前控股股东的股东股权转让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除上述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00万元至1,000万元，变动幅度为-73.17%至-46.3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业

绩未发生与前述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前述“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中控股股东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

意向协议事项，目前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合作各方的框架性约定，在正式协议签署后将

以正式协议为准，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4、《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