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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81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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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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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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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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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万元-1,750万元 盈利：615.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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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473万元-1023万元 盈利：135.33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业绩变动主要是因为公司硬质合金业务板块因市场下滑导致净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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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的具体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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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9-07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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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上升

（1）2019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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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至93.34%

盈利：18,103.02万元

盈利：28,000万元至35,000万元

（2）2019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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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99�%�至555.94%

盈利：2,713.66万元

盈利：10,800万元至17,8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因为公司发展良好，整体业务稳步增长，运营效

率、组织效率和资金效率持续提升，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3

证券名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2019-103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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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关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经事后审核，原股东大会通知中

部份内容需进行补充更正，具体如下：

一、补充披露：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议案1《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及议案2《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的议案》表决通过为议案6《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

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如议案1与议案2中任一项未能表决通过，议

案6及议案7表决结果不生效即议案6和议案7所提名5名的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事均不

当选；议案1《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通过为议案3《关于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如议案1未能表决通过，议案3表决结

果不生效。

二、原通知内容

“3、特别说明：

上述议案 6与议案7� 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股

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

会方可进行表决。 ”

补充更正后内容为：

“3、特别说明：

上述议案 6与议案7� 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股

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

会方可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 议案1及议案2表决通过为议案6及议案7表决结果生效的

前提。 如议案1与议案2中任一项未能表决通过，议案6及议案7表决结果不生效即议案6和

议案7所提名5名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事均不当选；议案1表决通过为议案3表决结果生

效的前提。 如议案1未能表决通过，议案3表决结果不生效。 ”

除以上补充更正外，其余内容不变。 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更新后的《关于2019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03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2019-104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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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19�年 1�月 1�日 至 2019�年 9�月 30�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

（2018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00.00万元 —-6000.00�万元 -846.7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55元 — -0.47�元 -0.07元

（2）2019�年 7�月 1�日 至 2019年 9�月 30�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9�年7-9�月）

上年同期

（2018�年7-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8.34万元 — -1038.34万元 -991.2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16元 — -0.08元 -0.08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主要是由于江苏北控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较去年同期相比收入下

降因素影响；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充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盛世天城” 项目存在违

建。 从稳健原则出发，公司计提预计负债 978.8万元；

上述综合影响导致我司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波动。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关于公司2019年1—9月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52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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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日前收到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永恒公司（以下简称“新永恒”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拟

减持部分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新永恒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2,959,95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3269%。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新永恒公司本次减持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或大

宗交易方式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于本公告日起

15个交易日后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于本公告日起3� 个交易日后进行），计划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4,16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事项，减持股份数、减持比例将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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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永恒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2,959,956 10.3269% IPO前取得：42,959,956股

注：1.上述持股数量包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发起人股份及公司发行上市

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2.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以上股东在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新永恒公司 3,060,044 0.7356%

2018/8/13 ～

2019/9/11

12.20-14.30

2018/7/21、

2019/2/22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新永恒公

司

不 超 过 ：4,

160,000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16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4,160,000

股

2019/11/5 ～

2020/2/3

按市场价

格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

发起人股份及发

行上市后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营需要

注：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若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是□否

自鸣志电器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鸣志电器股份，也不由鸣志电器回购该部分股份。

每年本公司减持鸣志电器股票的数量不超过所持鸣志电器股份总额的25%（不包括

公司上市后增持的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新永恒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新永恒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减持系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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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的规定实施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351

证券简称：威尔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35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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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19年3月8日及2019�年3月26

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南京威尔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自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满后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管账户。公司授权董事长以

及董事长授权人士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

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披露的《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及2019

年3月27日披露的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0）。

根据上述授权及决议事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如下：

一、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19年7月12日，公司向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购买了“对公结构性存款（100%

保本挂钩利率）/TGG190537” 产品，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公司已于2019年10

月11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种

类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 金

额

实际年化

收益率

实际

收益

平安银

行南京

分行河

西支行

结构性

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

款（100%保本

挂钩利率）

/TGG190537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2019-7-

12

2019-10

-11

10,000 3.60% 89.753425

二、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年10月14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平安银行南京分行河西支行继续购买了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

种类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平安银行

南京分行

河西支行

结构性

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利

率）/TGG192043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3.60% 2019-10-14 2020-01-14

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产

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

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财产品的审批与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事项的有效开展及规范

运行；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

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在存续期的理财产

品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6,800万元（含本次），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

种类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平安银行

南京分行

河西支行

结构性

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

利率）

/TGG191092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600 3.65% 2019-8-16 2019-11-15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收益

凭证

中信建投收益凭

证“看涨宝” 045

期

SHJ732/JT5019

本金保障型 5,000 1.5%-7.5% 2019-8-19 2019-11-19

江苏银行

南京新街

口支行

结构性

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款

/JGCK2019016

1030B

保本浮动收

益型

7,200 3.70% 2019-8-19 2019-11-19

平安银行

南京分行

河西支行

结构性

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

利率）

/TGG192043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3.60% 2019-10-14 2020-01-14

合计 ／ ／ ／ 26,800 ／ ／ ／

特此公告。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5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9-05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9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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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1-9月份新签合同额人民币5,347.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8%，其中

新签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183.5亿元。

9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十九冶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省永德（链子桥）至耿马（勐简）高速公路建设PPP项目施工总

承包项目

61.5

2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蒙博览会永久性国际会展中心建设施工总承包项目 22.1

3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新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22.0

4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宁博一体化” 基础设施补短板EPC总承包

项目

21.5

5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商业服务业设施、居住（十里铺城中村二期改造K4地

块）工程施工项目

17.5

6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河钢产业升级及宣钢产能转移项目（长材工程-棒材、3#线、中棒区

域）EPC总承包项目

16.6

7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省泸水市生态修复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建设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

12.9

8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省泸水市人居环境整体提升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12.7

9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山西省孝义市崇文街居义村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 12.0

10

中国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

广西民族大学武鸣新校区（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11.6

11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6.17” 地震珙县教育系统灾后重建抢险救灾建

设工程施工项目

10.6

12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省泸水市“美丽县城”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10.4

13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国际金贸中心B‐35‐02地块总承包项目 9.9

14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2018年棚户区改造 （阳光城市华府）EPC总承

包项目

9.3

15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兴化市长江引水工程（一标段）项目 9.1

16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兴化市长江引水工程（二标段）项目 8.9

17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食品国际博览园（一期）项目 8.4

18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龙栖湾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项目 8.3

19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国际金贸中心项目B‐14‐02地块总承包项目 8.3

20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二） 8.2

21

中国二十冶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泗阳县民康北园建设工程总承包项目 8.1

22

中冶天工集团

有限公司

福建省莆田北岸两岸智能医疗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7.6

23

中国三冶集团

有限公司

童世界建设集团江苏公司2019-2020年度桩基工程项目 7.0

24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市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7.0

25

中国二十冶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市盐田港拖车综合服务中心二期（施工）项目 6.7

26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产业园EPC项目 6.1

27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平安社区、文正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2标段文正

社区施工总承包合同

5.9

28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河钢产业升级及宣钢产能转移项目1#、2#带式焙烧机循环流化床

+SCR脱硫脱硝EPC总承包项目

5.8

29

中国一冶集团

有限公司

云南省怒江新城绿色香料产业园综合开发建设设计-施工项目 5.5

30

中国五冶集团

有限公司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循环经济园二期路网、 中水回用及综合管廊工程

EPC总承包项目

5.1

31

上海宝冶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顺达路及呈祥路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项目 5.1

32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青苹果项目二期总承包工程项目 5.0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376.6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13.0%

注：重大合同分项金额与合计金额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将数位调整为保留小数点后一

位所致。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644

证券简称：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

2019-059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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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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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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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19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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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万元

盈利： 1685万元-1832万元

其中，第三季度（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业绩预计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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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5%�-�10%

盈利：388万元

盈利： 368万元-427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上游化工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2、受到汽车行业产销量下降影响，公司销售收入有所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预计本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为851万元。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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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

*ST

盈方 公告编号：

2019-07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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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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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500万元 亏损：5752.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40% -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674元 亏损：0.0704元

项目 本报告期（2019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1590万元 亏损：1098.7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4.71% -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195元 亏损：0.013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芯片类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存在较大幅度的下滑，数据中心业务处于

暂停运营状态，未取得营业收入，北斗业务尚未达到可销售状态，暂未实现销售，从而致使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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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53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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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预计的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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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下降：20.73%-14.39%

盈利：1,576.96万

盈利：1,250万元-1,350万元

（2）2019年第三季度预计的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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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下降：25.24%-17.77%

盈利：1,337.68万

盈利：1,000万元-1,1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态势，受产品销售类别不同，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

所下降。同时为抓紧国家泛在电力物联网、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有利时机，公司加大市场拓

展力度，导致销售费用上升，净利润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公布的2019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2019-058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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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1）2019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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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下降：

-49.43%至0.00%

盈利：

1977.28万元

盈利：

1000万元至1977.28万元

（2）2019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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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

-7247.87万元至-6270.59万元

亏损：

7346.22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预告期间公司销售回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且账龄较长的回款较多,相应冲销

信用减值损失增加利润；同时，公司收到的增值税返还同比大幅增加，因此预计2019年前

三季度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预计数据，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64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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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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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0万元～2,000万元 亏损：-1,347.32万元

（2）2019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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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变动：915.06%～1,156.75%

盈利：4,137.67万元

盈利：42,000万元～52,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诸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全部补偿款，此外，公司聚焦核心业

务，持续推进划小核算单元试点，提升了各单元获利能力，经营性利润同比有一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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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相关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5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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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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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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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3500万元至2500万元 盈利：3901.32万元

（2）2019年第三季度业绩

□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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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965.53万元至1965.53万元

盈利：1350.8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8.52%至增长45.51%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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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受汽车市场不景气销量整体下滑，以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产生

财务费用的影响，公司2019前三季度（1～9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净利润下降。

2019年第三季度，公司采取的加大模具款催收、提高效率、降本增效、盘活资产等措施

取得一定成效， 预计公司2019第三季度（7～9月） 将实现盈利。 与2019年半年度相比，

2019年前三季度（1～9月）亏损金额预计将减少。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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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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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

2019-009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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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000万元至3,000万元 亏损：7,559.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73.54%�至 60.3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83元/股至0.0576元/股 亏损：0.1451元/股

（2）2019年7-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600万元至2,400万元 亏损：3,835.76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58.29%�至37.4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07元/股至0.0461元/股 亏损：0.073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面对公司主要产品铬铁矿、锂盐市场低迷的情况，公司积极分析市场、采取措施、强化

销售，一方面在拓展铬铁原矿销售渠道的同时通过委托加工将部分铬铁原矿加工成高碳铬

铁成品进行销售，另一方面加大了锂盐产品的销售力度，致使本期利润较去年同期减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2019年三季度业绩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布

的2019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9

临

─104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2日九届五次董事会、

6月28日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

于6月13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053）。

2019年10月1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山

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

（深证函[2019]532号）。 函中明确：

1. 公司申请确认发行面值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深交所无异议。

2.公司应当自本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转让申请文件，逾

期未提交的，本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无异议函规定

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