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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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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利集团” ）于2019年10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6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

出说明。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及时组织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及落实，现将回

复的内容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光伏行业实现营业收入24.18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42.16%。请结合最近三年行

业环境、产业政策变化情况、经营模式、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光伏行业营业收入持续下滑

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行业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光伏产品分类 2019年1-6月 占营业收入比重 2018年1-6月 占营业收入比重 增减比例

组件及电池片 160,501.49 27.99% 230,425.17 31.23% -30.35%

光伏电站 9,622.53 1.68% 15,697.88 2.13% -38.70%

扶贫电站 38,017.08 6.63% 125,186.63 16.96% -69.63%

光伏发电 20,812.28 3.63% 19,172.59 2.60% 8.55%

电站运营维护及其他 3,217.92 0.56% 2,440.20 0.33% 31.87%

其他 9,628.61 1.67% 1,885.95 0.26% 410.54%

合计 241,799.91 42.16% 394,808.42 53.50% -38.76%

由上表可知，公司上半年光伏行业营业收入的下滑主要是由于组件及电池片、光伏电站和扶贫电站

业务收入的下滑导致的， 上述业务收入下滑主要原因为行业环境和产业政策变化以及公司经营模式的

调整。

（1）最近三年行业环境、产业政策变化情况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行业环境方面，光伏产业作为一个国家新能源战略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环境效益，未来市场规模

持续增长趋势不变。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 （BNEF） 统计， 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从2008年的

5.95GW迅速增长到2018年的106GW； 根据IHS� Markit预测，2019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预计可达

123GW。 中国是全球光伏装机量龙头，截至2018年末，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已近180GW，约占全球光

伏累计装机总容量的34%。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和国际能源署联合发布的《中国可再

生能源展望2018》，自2020年起的未来十年，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预计约保持在80-160� GW，中国将

迎来光伏行业的大规模建设高峰。

资料来源：BNEF、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在光伏电站装机规模持续上升的同时，光伏产业技术及制造工艺不断提升，产品单瓦成本下降也使

得电池组件价格处于下降通道。

资料来源：根据PVInfolink整理

产业政策方面，国家对于规范光伏行业发展，去补贴、实施竞价上网，推进平价上网的决心不变。

2018年3月，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印发〈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

发新能[2018]29号），通知指出：在建设模式方面，明确以村级电站为主要建设模式；在建设资金方面，要

求由各地政府出资建设，不得负债建设，企业不得投资入股、不得向银行借款。

2018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8]823号），要求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降低补贴强度，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

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0.05元，新投运的、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

度电补贴标准降低0.05元。 在国家未下发文件启动普通电站建设工作前，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安排需国

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建设。

2019年5月30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公布《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实行分类管理，需要国家补贴的项目原则上都采取竞争配置，优先建设补贴强度低、退坡力度大的项

目。 上述通知要求，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分为不需要国家补贴和需要国家补贴两类，在组织电网企业论证

并落实平价上网项目的电力送出和消纳条件基础上，优先推进平价上网项目建设，再开展需国家补贴的

项目的竞争配置工作。 这个被誉为史上最具市场化导向政策的出炉，预示着风电光伏步入竞价时代。

受行业环境和产业政策的影响， 光伏行业上市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情况（与光伏有关业务的营业收

入）均有所波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光伏业务营业收入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601012.SH 隆基股份 未披露 2,198,761.49 1,636,228.45

002129.SZ 中环股份 727,422.05 1,242,714.70 878,844.14

002506.SZ 协鑫集成 508,884.94 1,119,113.65 1,444,707.74

600438.SH 通威股份 未披露 1,020,004.54 938,171.70

300118.SZ 东方日升 565,590.65 916,609.71 1,055,140.73

002309.SZ 中利集团 241,799.91 879,886.00 1,112,189.32

000591.SZ 太阳能 203,541.87 501,345.05 517,431.23

600537.SH 亿晶光电 未披露 351,154.20 411,218.99

002218.SZ 拓日新能 44,256.53 111,665.00 150,853.79

300317.SZ 珈玮新能 15,215.72 86,793.60 240,524.29

300111.SZ 向日葵 24,951.17 59,062.09 148,473.35

603105.SH 芯能科技 未披露 38,194.58 91,571.76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整理

由上表可知，除了光伏行业龙头外（隆基股份、中环股份、通威股份等企业涉及光伏行业多个产业

链，并依靠市场融资不断加大光伏产业投资，其对于光伏环境和产业政策变化的敏感性较小），其他处于

非头部的光伏企业近三年的经营业绩均有所下滑。

（2）公司经营模式的调整

随着集中式商业电站的标杆上网电价逐步退坡，加之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融资成本上升，光伏

电站毛利空间逐步压缩，公司从2017年开始就逐步降低境内商业电站开发建设的投入。 另外，光伏扶贫

作为国务院扶贫办大力推广的五大精准产业扶贫之一，其“分布式上网” 、“20年电费精准扶贫” 及“光

伏与现代化农业互补” 的特点贴合了国家多项产业政策。 作为制造端唯一的国标《精准扶贫村级光伏电

站技术导则（GB/T36115-2018）》的起草单位，公司在2017年起就把光伏扶贫作为光伏板块的重点核

心业务。 2017年及2018年这两年公司的扶贫业务保持在480MW左右的规模。

2018年，公司延续光伏业务转型战略，将光伏电站业务从传统商业电站建设转让的业务模式转变为

以光伏扶贫电站开发建设为主的EPC总包业务模式，以获得政策支持。

2019年，国内扶贫电站根据国家2020年脱贫计划，2019年已进入收尾阶段，再者根据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印发〈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8]29号）的指导方

针，公司主动放弃了部分开发性价比不高的扶贫电站EPC业务，导致扶贫电站收入减少。 与此同时，公司

主动拓展海外市场，注重组件海外销售、海外电站项目开发与提供EPC管理服务。 国外电站商业模式为：

以提供光伏电站项目开发与EPC管理服务为主，在项目开发完成具备RTB可开工条件时，出售项目公司

股权；并向新业主方引进EPC承包商，出售腾晖自产组件等材料，同时向业主提供项目管理服务，从而实

现销售及管理服务的收入。

（3）公司光伏行业营业收入持续下滑的原因

2019年上半年，公司光伏行业营业收入下滑主要在于光伏组件及电池、商业电站、扶贫电站营业收

入的下降。

① 组件销售业务： 由于受融资环境的影响， 公司未进行新增产能的投资， 而是对现有产能进行

PERC工艺的技改项目，影响了2019年二季度的产量和销量。2019年1-6月，公司光伏电池片与组件的销

售数量 788� MW，较去年同期下降19%。 同时，受到2018年“531光伏新政”的影响，以及光伏制造技术

水平的提升，电池、组件价格相比于去年同期有所下滑。整体来看，2019年上半年公司光伏组件及电池片

的销售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0.35%。

② 光伏电站业务：随着集中式商业电站的标杆上网电价逐步退坡，加之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毛

利空间也逐步压缩，公司从2017年开始就逐步降低境内商业电站开发建设的投入。

③ 扶贫电站业务：受光伏扶贫326政策影响，扶贫光伏电站开发减少，2019年1-6月EPC结算数量

70.69MW，较上年同期下降67%，确认EPC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69.63%。 国内扶贫电站根据国家

2020年脱贫计划，2019年已进入收尾阶段，这也是导致扶贫电站收入减少原因之一。

2、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1.07%；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103.25亿元，较期初下降5.95%。 请结合你公司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变化情况及与上年同期的

差异，具体分析说明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下降的原因及合

理性。

回复：

（1）公司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变化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线缆业务、光伏业务及特种通讯设备业务。

1）线缆业务销售模式

公司线缆业务采取自主销售模式，通过在全国建立6个大区营销中心和在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办

事处，配备专业的营销人员负责区域的市场开发、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 公司与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制

造商以及其他线缆需求方签订销售协议，确定各类规格线缆的销售价格，将线缆销售给下游客户，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确认销售收入。

2）光伏业务销售模式

①光伏电池片及组件

公司与国内外电池组件和电池片需求方签订销售协议， 确定各类规格光伏组件、 电池片的销售价

格，将自产的光伏组件、电池片销售给下游客户，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相关会计准

则规定，确认销售收入。

②光伏电站业务

对于商业电站业务，公司负责光伏电站项目选址、项目备案，并对每一个电站项目设立或收购一家

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成立后，公司主要作为工程总承包方负责其电站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和工程施工

等工作。在光伏电站建设期及建成后，公司与有意向的买方进行沟通，择机出售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股权

转让前，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的电站工程承包业务在个别报表层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

合同》等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工程施工收入、工程施工毛利以及对项目公司的应

收款项，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将上述建造合同收入、毛利予以抵销。

对于扶贫电站业务，公司与贫困县政府下属企业确定项目可行性之后，签署EPC合同，负责电站项

目的具体选址、设计、设备选购和工程施工。 在项目建设完成、并网发电和验收完成之后，公司将光伏电

站交付业主方。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

认工程施工收入。

③光伏发电及运维

公司下属项目公司持有的光伏电站达到并网条件，与电网公司签订购售电协议后，将生产的电力销

售给电网公司，按照电网公司定期确认的并网电量与电价确认发电收入。

公司向电站业主方提供电站运营维护服务，根据与业主方签订的协议和提供的劳务成本、劳务完工

量，定期核对并确认劳务收入。

3）特种通讯设备业务销售模式

公司与需求方签订销售协议， 确定产品销售价格。 签订协议之后， 客户向公司支付合同交易总价

10%的定金，公司按要求采购指定种类的主要原材料，公司需对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以全额付款的方式进

行采购。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完成产品生产并将产品交付

给客户之后相应确认销售收入，客户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货款，从原材料采购到完成产品交付周期一

般约为九个月左右。

公司销售模式、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与上年同期相比未有重大差异。

（2）2019年6月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6月 2018年12月

应收账款 1,032,494.02 1,100,881.07

--光伏板块 770,884.70 813,868.58

--其他板块 261,609.32 287,012.49

2019年6月末相较2018年底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下降原因主要是光伏板块应收账款减少：一方面，公

司光伏业务收入下降较多， 比上年同期减少38.76%； 另一方面公司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应收账款跟

踪、电站项目后期相关手续跟进等，加大催款力度，应收账款余额相应减少。

此外，解决拖欠应收账款的问题也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了《关于请提供拖欠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账款情况的函》，要求各地提供政府部门、央企、国企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大型

民营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情况，国家工信部帮助企业进行催收，公司应收账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

（3）2019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人民币元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净利润 31,148,451.26 55,825,900.34

加：资产减值准备 -86,236,191.75 144,728,443.61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221,916,697.77 211,785,251.81

无形资产摊销 9,085,157.56 6,408,110.9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9,540,239.67 24,434,575.05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

“－” 号填列）

396,880.45 127,422.4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3,304.81 924,251.5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2,222,566.62 777,400.00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379,028,767.76 474,788,963.15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8,209,373.99 -15,697,330.96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48,394,144.97 -43,024,435.99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536,946.69 -1,258,230.45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135,539,350.61 -582,513,768.2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812,712,730.04 895,410,052.7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1,099,707,741.06 -1,333,135,51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219,336.81 -160,418,909.27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为3,114.85万元，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

增加3.55亿元，其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由于受制于光伏行业近年来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公司主动调整、压缩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投入

力度，致2019年1-6月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由此实现的毛利较2018年同期减少2.45亿

元，影响（减少）2019年1-6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2.45亿元；

2）经营性应收及经营性应付等经营性往来的变化等因素会影响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的一

致性， 公司2019年上半年经营性应收应付的变化较2018年上半年相比， 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1.51亿

元；。

3）降低库存，存货变现有利于经营性现金流入增加，2019年上半年存货增加了1.35亿元，而上年同

期存货增加5.82亿元。 其中 2019年扶贫电站EPC业务减少，导致存货中开发成本的增量较上年同期减

少超50%，组件库存的周转率提高，增量较上年同期减少也超50%。 因存货余额变动的影响，增加2019年

1-6月经营活动现金流4.47亿元。

因上述公司营业毛利变动、经营性应收、应付及存货变动的综合影响，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综上，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下降具有合理

性。

3、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为1,809.23万元，较2018年全

年增加215.67%。

（1）请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的具体内容、性质、是否存在合同依

据，以及自2018年以来产生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的原因；

（2）请具体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1）请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的具体内容、性质、是否存在合同依

据，以及自2018年以来产生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的原因；

2019年上半年，公司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为1,809.23万元，主要对供应商A收取资金占

用费1,806.22万元。

根据腾晖光伏与供应商A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供应商A作为腾晖电站项目支架及边框战略

供应商，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配套供应，并积极参与公司的项目建设。 因腾晖光伏决定在2018年四

季度对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竣工，并在全国范围抢抓第三批扶贫项目，进一步扩大扶贫电站的业务规模。

公司要求供应商A通过长单锁定上游原材料的方式满足电站项目的配套需求以及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基

于以上需求，为确保满足公司边框与支架的配套供应和相关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及双方在电站项目上的

全面合作，确保电站如期交付，增加了工程保证金及材料款项的支付往来。后因供应商A实际控制人个人

健康出现了问题，对后期电站项目建设和日常经营的管理预期影响较大，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已收

回相对应的往来款，并同时积极拓展第三方合作方，保证公司相关业务的如期开展，为保护上市公司及

中小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对供应商A收取了1,806.22万元费用。

2018年公司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为573.14万元，其中对供应商A收取资金占用费310.78

万元，情况同上所述（可参见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24�号第20题之回

复内容）。 其余资金占用费主要是向土耳其电站项目合作方收取，其具体内容请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24�号第20题之回复内容）

（2）请具体说明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权责发生制的要求，也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害，按期收取资金占用费，真

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业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30.10亿元，较期初增长84.37%。

（1）请补充披露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资金往来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单位

名称、预付金额、比重，并分别说明其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2）请说明上述公司与你公司形成预付款项的具体原因，相关资金往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3）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向第三方支付预付款项而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回复：

（1）请补充披露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资金往来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单位

名称、预付金额、比重，并分别说明其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系；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①公司预付款项情况如下：

序号 期余额末前五名单位名称

预付金额

（万元）

占比 预付款的原因

1 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98,440.26 65.92% 采购特种通讯设备的主材

2 江苏睿熠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320.44 2.43% 采购支架、组件

3 苏州郎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7,136.24 2.37% 采购支架、边框

4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 2.33% 采购原材料

5 江苏久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914.62 2.30% 采购支架、组件

合计 226,811.56 75.35%

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5家单位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请说明上述公司与你公司形成预付款项的具体原因，相关资金往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①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特种通讯设备业务的业务模式为：签订协议之后，客户向公司支付合同交易总价10%的定金，

公司按要求采购指定种类的主要原材料，公司需对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以全额付款的方式进行采购。 公司

特种通讯设备业务增长较快，相应采购也增加较多。 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为特种通讯设备业务主

要原材料供应商，公司向其采购额较大，预付款项金额较大。 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公司的资金

往来具备商业实质。

②江苏睿熠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郎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江

苏久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睿熠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郎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

久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是公司主营业务所需支架、组件、边框等原材料的供应商，该等公司和公司

按合同约定预付供货款，资金往来具备商业实质。

（3）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向第三方支付预付款项而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向第三方支付预付款项而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5、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44.49亿元，其中电站开发产品账面余额27.75亿元。请结合电站开

发产品的具体内容、性质、商业模式、最近三年存货周转情况等分析说明不对电站开发产品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的商业电站以自主开发建设转让业务的模式为主。 公司负责光伏电站项目选址、项目备案，并

对每一个电站项目设立或收购一家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成立后，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

公司主要作为工程总承包方负责其电站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和工程施工等工作。 在光伏电站建设期及

建成后，公司与有意向的买方进行沟通，择机出售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前，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

的电站工程承包业务在个别报表层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等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工程施工收入、工程施工毛利以及对项目公司的应收款项，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将

上述建造合同收入、毛利予以抵销。 对于已完工、实现并网发电的光伏电站项目，其对应的开发及EPC成

本在合并报表层面的存货科目中的电站开发产品进行列支。

最近三年，公司商业电站并网及转让情况如下：

单位：MW

类型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6月

新增电站存货 253.97 127.70 2.41

出售电站项目 373.79 162.85 1.90

由上表可知， 受公司主动调整经营模式的影响， 公司最近三年的商业电站开发及转让规模逐年下

降，目前该业务的工作重心主要已转为尽快转让存量商业电站。

公司按照个别计价法核算电站开发产品，按照腾晖光伏的实际施工成本计算电站存货价值。 报告期

末，公司根据单个电站存货成本与按照电站的投资评估模型计算的可变现净值的差额，判断是否计提跌

价准备。 若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则按照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反之，当期

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计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计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半年度报告期末，公司对所有电站开发产品进行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测试，经测试，结果是无需计提

跌价准备。

综上，公司截至半年度报告期末，不对电站开发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备合理性。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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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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临安区相府路666号杭叉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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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98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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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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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赵礼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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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陈赛民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1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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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2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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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3评估基准日、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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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4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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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5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现金支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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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6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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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7盈利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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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1.08决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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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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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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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关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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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关于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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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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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海潮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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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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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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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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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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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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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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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1、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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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2、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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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3、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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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4、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之规

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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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5、

议案名称：《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重组上市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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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2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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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67,278 99.9772 20,500 0.0228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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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标的资产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2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交易对方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3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评估基准日、定价依据和

交易价格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4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交易方式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5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的合

同义务和现金支付期限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6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7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盈利补偿安排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8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决议有效期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

件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4

《关于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

件的〈关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

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关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之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

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5

《关于公司与巨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

议〉、〈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盈

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

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6

《关于公司对杭州中策海潮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7

《关于公司、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巨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海潮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增资

认购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8

《关于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9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

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评

估报告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

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1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

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

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

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

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5

《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

构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6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7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

行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的不得

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

形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8

《本次重组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重组上市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19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

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

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59,193,318 99.9653 20,500 0.034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齐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杭叉集团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叉集团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66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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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1）2019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V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19-1-1至2019-9-30）

上年同期

（2018-1-1至2018-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300万元 ～ -2,300万元 盈利：3,639.60万元

（2）2019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V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19-7-1至2019-9-30）

上年同期

（2018-7-1至2018-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82.50%�～ 53.34%

盈利：3,429.02万元

盈利：600万元 ～ 1,600万元

三、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四、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报告期智能一、二次成套开关融合业务出现下滑，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有较大下

降。

2、公司报告期研发费用和业务招待费等金额的增加造成期间费用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2、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61

证券简称：多喜爱 公告编号：

2019-098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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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V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2019�年 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190万元-290�万元 盈利：2,977.52万元

其中，2019�年第三季度（2019�年 7-9�月）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目 第三季度（2019�年 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00万元–400万元 盈利：513.38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有：

1、公司发展战略调整，本报告期内互联网相关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2、报告期内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管理费用增加；

3、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2019-097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

和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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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郭信平先生关于其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和质押以及再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冻结

股数

冻结开始日期 解除冻结日期

解除司法冻结执行人

名称

本次解除冻结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郭信平 是 2,157,135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75%

郭信平 是 9,557,030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30%

郭信平 是 3,007,392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04%

郭信平 是 2,713,600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94%

郭信平 是 7,392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00%

郭信平 是 590,100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20%

郭信平 是 8,000,000 2018-12-26 2019-09-3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77%

合计 26,032,649 9.00%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郭信平 是 33,000,000 2017-09-06 2019-10-1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1%

合计 33,000,000 11.41%

3、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郭信平 是 2,157,135 2019-10-10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75%

个人

融资

郭信平 是 9,557,030 2019-10-10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30%

个人

融资

郭信平 是 2,713,600 2019-10-10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94%

个人

融资

郭信平 是 7,392 2019-10-10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00%

个人

融资

郭信平 是 590,100 2019-10-10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20%

个人

融资

郭信平 是 8,000,000 2019-10-10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77%

个人

融资

郭信平 是 33,000,000 2019-10-11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 之日

郑州航空港区兴慧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41%

个人

融资

合计 56,025,257 19.37%

4、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郭信平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89,264,4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8.82%，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279,004,422股，占郭信

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6.4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7.44%；累计冻结股份0股，占郭信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0.00%，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0.00%。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9-042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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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2019年省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安

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9〕1529号）和《关于2019年市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

性）专题资金安排计划的通知》（穗工信函〔2019〕1531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撒堡公司” ）“中高档立式钢琴产

业基地（二期）项目” 符合2019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的条件，可获得补助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下同）

补助金额合计 其中：省级补助金额 其中：区级补助金额

恺撒堡公司 1176.40 889.84 286.56

2、收款情况

（1）恺撒堡公司已于2019年8月收到2019年省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

共889.8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3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2）近日，恺撒堡公司收到2019年区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题资金共286.56万

元。本次政府补助为现金形式，与恺撒堡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不具备可持续性。该笔资金已于近期划

拨到恺撒堡公司资金账户。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恺撒堡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恺撒堡公司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286.56万元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为

将上述政府补助在“递延收益”科目归集，按照相关资产的剩余使用期限分期计入“其他收益” 。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恺撒堡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到政府补助对恺撒堡公司及公司产生正面影响，财务部

门初步测算本次政府补助预计增加恺撒堡公司2019年度利润金额约为5.42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 � �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9-5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其他

（1）2019�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5%-25%

盈利：40,243.50万元

盈利：46,280.02万元--50,304.37万元

（2）2019�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7.09%-21.21%

盈利：28,510.84万元

盈利：30,532.42万元--34,556.77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为：2019�年1-9月公司各项经营业务稳定开

展，持续加大智慧网络、智慧云、智慧金融、智慧通讯、智慧物联、智慧娱乐、智慧社区等业务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力度，优化业务布局

与产品销售结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15%-25%。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9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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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

项 目 2019年1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33.53�%�-��41.36�%

盈利： 3326.61�万元

盈利： 4441.95�万元 -��4702.41�万元

（2）2019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

项 目 2019年7月1日-2019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30�%

盈利： 1302.26�万元

盈利： 1432.48�万元 -��1692.93�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积极研发新产品，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部分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人民币

兑美元的汇率变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正向影响；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理财产品取得的利息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第三季度将

新增控股子公司杜商精机（嘉兴）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综合上述因素影响，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3.53%-41.36%。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19-071

债券代码：

113529

债券简称：绝味转债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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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廖锦女士提交

的辞职报告，廖锦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廖锦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廖锦女士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顺利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

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在此期间，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证券事务代表相关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廖锦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廖锦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积极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为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廖锦女士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9

—

06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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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7,000万元–31,000万元 盈利：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8623.4%-32878.7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3元-0.14元 盈利：0.02元

其中：2019年7月1日-9月30日的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项 目 2019年7月1日-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6,100万元–10,100万元 亏损：15,32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3元-0.05元 亏损：0.0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预告期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7,000万元至31,000万元，同比增利26,906万元至30,906万元，主要影响因素为：

1.公司新能源板块增利影响，经营成果好于预期。 公司将继续坚持新能源发展战略，持续提高新能源板块占比；

2.火电板块燃料成本压力巨大，直接影响了火电板块的经营成果。 公司将通过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质增效，增收节支，最大限度

的减少因煤炭紧缺、价格上涨对公司火电板块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