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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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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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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79,788,637.16 1,071,967,527.00 28.72%

营业利润 128,266,141.74 160,122,374.69 -19.89%

利润总额 124,340,977.95 160,533,078.82 -2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544,661.34 147,112,100.25 -3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87 0.1314 -4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4.79% -1.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622,547,544.52 5,605,752,562.97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27,702,959.49 3,192,457,123.40 -5.16%

股本 1,126,551,939.00 1,126,551,93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69 2.83 -5.1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79,788,637.16元，同比增长28.72%；实现营

业利润128,266,141.74元，同比下降19.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544,

661.34元，同比下降39.13%。

（2）报告期内，公司坚定推进战略转型，秉承“抢”（抢时间、抢机会）、“快”（快速行

动、快速迭代）、“前”（跑步前进）的年度经营指导思想，各项业务进展顺利：数字造价业

务加快云转型进度，持续夯实产品价值，加速新业务孵化，收入同比增长约28%；数字施工

业务进一步提升“数字建造” 品牌影响力，明确“平台化+模块化” 的项目级产品架构，发

布了数字项目管理平台（BIM+智慧工地）,实现“横通纵连” ，积极拓展工程施工客户，收

入同比增长超过33%。

（3）报告期内，数字造价业务继续深化云转型，范围扩展至全国21个区域，商业模式由

销售软件产品转为提供服务的SaaS模式， 相关收入确认方式也由一次性确认转变为按服

务期间分期确认（相关费用仍为一次性列支）。 报告期末，云转型相关预收款项余额为6.72

亿元，较期初增长62%。因该款项属于已收取的云服务费中不能确认为当期收入的部分，导

致当期表观收入增速未充分体现，表观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4）报告期内，公司坚定数字建筑平台服务商发展方向，继续保持在图形平台、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投入，并加大创新业务及生态业务的战略

布局，相关费用有所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为44.81%，仍保持在较低水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对2019年半年度业绩进行过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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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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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1号阿尔法国际社区34栋江旅集团5楼 会议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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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31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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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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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曾少雄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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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董事施亮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扬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江旅集团借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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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41,306 99.9851 17,000 0.0149 0 0

关联股东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9年半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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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43,752 61.1444 73,170,660 38.855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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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向江旅集团借款的议案》 56,804,646 99.9700 17,000 0.0300 0 0.0000

2

《关于聘请2019年半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41,587,646 73.1897

15,

234,

000

26.810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关联交易，关联方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1和2为普通决议议案，同意

比例达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元律师、魏曦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旅联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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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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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风险提示：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29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068

号），主要内容为“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

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 。 此外，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5月31日、6月28日披露了《关于

被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058、077），对本次被立案调查及

进展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

关进展文件。在被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

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

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此外， 公司于2019� 年4月30日披露了 《关于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因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条

（四）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自2019年5月6日起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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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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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部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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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12月 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一、公司赎回部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年4月26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交通银行珠海分行活期结构性存

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

近日，公司对该理财产品进行了部分赎回，赎回金额为1,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赎回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赎回日期 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

（元）

交通银行

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S

款特享版

价格结构

型

1,000 20190426 20190729 3.50% 89,315.07

二、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的前十二个月内，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金额合计为

人民币5,000万元，未超过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现收益

（元）

1

民生银行

珠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SDGA190769）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190627 20190806 3.65% 未到期

2

交通银行

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款特享版

价格结构

型

4,000 20190426 - 1.8%-3.7% 未到期

3

交通银行

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款特享版

价格结构

型

1,000 20190426 20190729 3.5% 89,315.07

4

交通银行

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5个月

期限结构

型

3,000 20190121 20190624 4.10% 518,958.9

5

交通银行

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款尊享版

价格结构

型

2,500 20190416 20190426 1.95%-3.2% 12,876.71

6

交通银行

珠海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3个月

期限结构

型

2,500 20190121 20190422 4.05% 252,431.51

7

民生银行

珠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SDGA19010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00 20190228 20190409 3.65% 100,000.00

8

民生银行

珠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SDGA190105）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00 20190118 20190227 3.70% 101,369.86

三、备查文件

1．交通银行收益凭证。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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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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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

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需要，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锦

兴” ）作为借款人，接受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24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作为担保方，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2日、2019年5月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未来十二

个月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032号、2019-049号公告）， 对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授权预计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在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锦兴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43亿元，目前已使用额度39.974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24亿元），剩余担

保额度为3.026亿元。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经营层已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作出决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1573（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何民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8日

经营范围：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对工业、农业的投资。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2,898.10 568,192.46

负债总额 487,941.26 475,140.7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59,173.19 444,167.94

净资产 84,956.84 93,051.72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974.25 3,933.02

净利润 -1,480.69 2,949.76

经核查，被担保方福州泰禾锦兴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被担保人：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24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资金需求，被担保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8,415,7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55.92%。 其

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336,726万元，其余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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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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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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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国金天吉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金天

吉” ）持有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3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98%，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国金天吉持有公司股份23,

648,4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0%，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国金天吉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351,5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8%。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31,54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8%；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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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金天吉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36,000,000 8.98% IPO前取得：36,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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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金天吉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2,351,541 3.08%

2019/2/28

～

2019/7/29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

宗交易

13.64�

-24.46

207,633,

383.63

23,648,459 5.9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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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为国金天吉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决定， 乃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国金天吉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为国金天吉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国金天吉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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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国金天吉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9-050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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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7月30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至2019年7月30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30日9:30至11:30，13:00

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29日15:00至2019年7月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董和玉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5,430,8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2012%。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6,858,2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276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8,572,6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2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2,0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26%。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9,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

72,6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32％。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刘学生先生、葛永波先生、何俊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选举孔治国先生为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选举孔治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16,896,4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6.3144%，孔治国先生当选为非

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6.202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学生先生、 葛永波先生已于

2019年7月27日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01选举刘学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16,896,4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6.3144%，刘学生先生当选为独

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6.202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2选举葛永波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16,896,4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6.3144%，葛永波先生当选为独

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6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6.202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3选举何俊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5,396,4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45%，何俊辉先生当选为独

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66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6.202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晓彤、蔚霞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议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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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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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7月30日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董和玉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何俊辉、刘学生，非独立董事孔治国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刘学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

增补独立董事孔治国、葛永波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增补独立董事刘学生、葛永波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葛永波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增补独立董事何俊辉、葛永波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何俊辉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增补选举委员后的组成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刘学生（主任委员）、何俊辉、孔治国

2、战略委员会：董和玉（主任委员）、蔡亮发、王晶、孔治国、葛永波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葛永波（主任委员）、刘学生、曹洪；

4、提名委员会：何俊辉（主任委员）、葛永波、郑铁生。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同第五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提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效率， 拟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会议通知时间进行

修订，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19年7月修订）》、《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19年7月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2019年7月修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2019年7月修订）》。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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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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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9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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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8,170.22 74,283.54 5.23

营业利润 48,372.00 45,817.21 5.58

利润总额 48,429.28 45,840.96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73.33 39,116.36 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52 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3% 8.99% -0.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77,139.45 578,026.41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71,468.90 450,309.29 4.70

总股本 75,649.49 44,499.7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6.23 10.12 -38.44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8,170.22万元，营业

利润48,372.00万元，利润总额48,429.2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473.33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5.23%、5.58%、5.65%和3.47%。 主要原因系：较上年同期，租金水平上涨、写字楼销售收入增长及

公司加强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总资产577,139.45万元， 较期初下降

0.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71,468.90万元，较期初增长4.70%；每股净资产6.23元，较

期初下降38.44%，主要系2019年5月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摊薄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进行2019年半年度业绩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9-064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知识产

权局和韩国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共计13项商标注册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商标名称 注册商标号 核定使用商标类型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注册有效期限

1 1394302 35

广告；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为零售目的

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通过网站提供商业信

息；替他人推销；市场营销；对购买定单进行行

政处理；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提供商业和商

务联系信息；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

2019年2月14日

至2027年12月

14日

2 富森美保丽嘉 第32812107号 国际分类：35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人事管理

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

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助；销售展

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

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

疗用品的批发服务；广告宣传（截止）。

2019年4月21日

至2029年4月20

日

3 富森美保利家 第32823932号 国际分类：35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人事管理

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

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助；销售展

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

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

疗用品的批发服务；广告宣传（截止）。

2019年4月21日

至2029年4月20

日

4 富森美好家 第32813799号 国际分类：35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人事管理

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

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助；销售展

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

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

疗用品的批发服务；广告宣传（截止）。

2019年4月21日

至2029年4月20

日

5 富森美生活家 第32829982号 国际分类：35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人事管理

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

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助；销售展

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

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

疗用品的批发服务；广告宣传（截止）。

2019年4月21日

至2029年4月20

日

6 富森美舒适家 第32942454号 国际分类：35

广告宣传；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

人事管理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

行行政处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

助；销售展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

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

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批发服务；广告宣传（截

止）。

2019年4月28日

至2029年4月27

日

7 第20012922号 国际分类：35 商业企业迁移（截止）。

2017年9月28日

至2027年9月27

日

8 富森美·家的乐园 第32873401号 国际分类：35

广告宣传；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

人事管理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

行行政处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

助；销售展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

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

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批发服务（截止）。

2019年 5月 7日

至 2029年 5月 6

日

9 第25667062号 国际分类：35

广告：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进出口代理；替他

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

服务）；市场营销；电话市场营销；为商品和服

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 人事管理咨询；

商业企业迁移； 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理；会

计；寻找赞助；销售展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

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或批发服务

（截止）。

2019年4月 7日

至 2029年4月 6

日

10 富森美富利家 第32831724号 国际分类：35

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人事管理

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行行政处

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助；销售展

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

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

疗用品的批发服务；广告宣传（截止）

2019年5月21日

至2029年5月20

日

11 富森美·家的乐园 第32873401号 国际分类：35

广告宣传；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

人事管理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

行行政处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

助；销售展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

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

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批发服务（截止）。

2019年 5月 7日

至 2029年 5月 6

日

12 第32892612号 国际分类：35

广告宣传；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替他人推销；

人事管理咨询；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单进

行行政处理；会计；自动售货机出租；寻找赞

助；销售展示架出租；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

剂和医疗用品的零售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

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批发服务（截止）。

2019年5月21日

至2029年5月20

日

13 富森美拎包入住 第33332055号 国际分类：35

人事管理咨询；会计；商业企业迁移；对购买定

单进行行政处理；寻找赞助；广告宣传；替他人

推销；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自动售货机出租；

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批发

服务；药用、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

零售服务；销售展示架出租（截止）。

2019年5月14日

至2029年5月13

日

以上商标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加强对注册商标的保护，提高

公司品牌知名度，防止商标侵权事件的发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13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

2019-056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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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向刘升等31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4,787,116股，占总股本的3.2176%。

3、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8月5日（星期一）。

一、 重大资产重组概述及股本变动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100号”《关于核准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 核准， 公司向刘升等交易对方发行47,860,962股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100%股

权。同时，公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福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61,379,310股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限售期

1 刘升 26,147,692

36个月

（其中50%限售期为48个月）

2 乔华 5,331,503 36个月

3 罗军 4,775,692 36个月

4 刘晓东 1,972,808 36个月

5 杨哲 1,892,277 36个月

6 喻淑姝 1,872,820 36个月

7 王友群 1,742,763 36个月

8 孟庆飚 1,522,187 36个月

9 周丽娟 379,766 36个月

10 崔建杰 264,276 36个月

11 李喜军 197,687 36个月

12 王勇 183,120 36个月

13 杨丰波 172,716 36个月

14 何健 166,473 36个月

15 程亚龙 159,190 36个月

16 刘向 130,057 36个月

17 许翰杰 125,895 36个月

18 刘亚军 119,652 36个月

19 王丽刚 106,127 36个月

20 张玉东 87,398 36个月

21 刘金莲 83,236 36个月

22 高翔 83,236 36个月

23 刘宁 63,468 36个月

24 乔艳 62,427 36个月

25 王文宇 57,225 36个月

26 廉小虎 52,023 36个月

27 乔花妮 49,942 36个月

28 侯红艳 41,618 36个月

29 谭旭升 10,405 36个月

30 李一凡 5,202 36个月

31 章晓军 2,081 36个月

3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689,655 12个月

3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68,966 12个月

32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965,517 12个月

33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41,379 12个月

34 深圳福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137,931 12个月

35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75,862 12个月

合计 109,240,272 -

注：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福星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股份61,379,310股已于2017年8月4日完成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2、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奇维科技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47,860,962股， 募集

配套资金新增股份61,379,310股，合计109,240,272股。 上述股份已于 2016年8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也由本次发

行前的983,938,862股增加到1,093,179,134股。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实

施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7年6月5日，公司向383名鼓励对象授予限制股票946.4万股，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7月18日。 实施完成本次股权激励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02,643,134股。

鉴于激励对象张旭艳、薛义、李建业、郭鑫、罗萍、贾朝阳、贾朋朋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完成对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97,000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02,546,134股。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及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草

案）。 公司实施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8年3月7日， 公司向113名鼓励对象授予限制股票5,

299.10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 实施完成本次股权激励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55,537,134股。

鉴于激励对象张庆龙、曹巨辉、王佩华、陆洋、胡瑶、杨琦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及2018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完成了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30,000股的回购

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155,407,134股。

2018年6月至 2018年8月期间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5,660,484股，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完成上述回购股

份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55,407,134股变更为1,139,746,650万元。

2018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2018年股权激励离职对象已授予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

及《关于终止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对部分离职激励对象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并终止实施2017年、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 2019年1月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5月13日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39,746,650股变更为1,081,167,450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081,167,450股，其中，限售条件股份共78,559,2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7%，无限售条件股份共1,

002,608,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7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刘升等31位自然人）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刘升先生承诺

（1）、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2016年、2017年、

2018年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2）、若奇维科技2016年、2017年、2018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奇维科技2016年、2017年、2018年累计实际

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股份扣除应补偿股份（若有）的

剩余股份数量的50%，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3）、若奇维科技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奇维科技2016年、2017年、2018年、

2019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剩余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后可以解禁。自本次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因雷科防务本次定向发行而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 自本次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由于雷科防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使得本人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本人承诺亦遵守上述约

定。

奇维科技2016年、2017年、2018年承诺业绩分别为4500万元、6000万元、7800万元， 实际实现业绩分别为4806.57万元、6005.78万

元、8775.83万元。 奇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2017年、2018年承诺业绩。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刘升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二）其余30位自然人承诺

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2016年、2017年、2018

年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奇维科技2016年、2017年、2018年承诺业绩分别为4500万元、6000万元、7800万元， 实际实现业绩分别为4806.57万元、6005.78万

元、8775.83万元。 奇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2017年、2018年承诺业绩。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形。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其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8月5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4,787,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17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31名自然人股东；

4、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质押冻结的股

份数量

1 刘升 26,147,692 13,073,846 1.2092%

2 乔华 5,331,503 5,331,503 0.4931%

3 罗军 4,775,692 4,775,692 0.4417%

4 刘晓东 1,972,808 1,972,808 0.1825%

5 杨哲 1,892,277 1,892,277 0.1750%

6 喻淑姝 1,872,820 1,872,820 0.1732%

7 王友群 1,742,763 1,742,763 0.1612%

8 孟庆飚 1,522,187 1,522,187 0.1408%

9 周丽娟 379,766 379,766 0.0351%

10 崔建杰 264,276 264,276 0.0244%

11 李喜军 197,687 197,687 0.0183%

12 王勇 183,120 183,120 0.0169%

13 杨丰波 172,716 172,716 0.0160%

14 何健 166,473 166,473 0.0154%

15 程亚龙 159,190 159,190 0.0147%

16 刘向 130,057 130,057 0.0120%

17 许翰杰 125,895 125,895 0.0116%

18 刘亚军 119,652 119,652 0.0111%

19 王丽刚 106,127 106,127 0.0098%

20 张玉东 87,398 87,398 0.0081%

21 刘金莲 83,236 83,236 0.0077%

22 高翔 83,236 83,236 0.0077%

23 刘宁 63,468 63,468 0.0059%

24 乔艳 62,427 62,427 0.0058%

25 王文宇 57,225 57,225 0.0053%

26 廉小虎 52,023 52,023 0.0048%

27 乔花妮 49,942 49,942 0.0046%

28 侯红艳 41,618 41,618 0.0038%

29 谭旭升 10,405 10,405 0.0010%

30 李一凡 5,202 5,202 0.0005%

31 章晓军 2,081 2,081 0.0002%

合计 47,860,962 34,787,116 3.2176%

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78,559,259 7.27% -34,787,116 43,772,143 4.05%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02,608,191 92.73% 34,787,116 1,037,395,307 95.95%

三、总股本 1,081,167,450 100.00% 0 1,081,167,450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