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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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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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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月 0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2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

同比下降 50%以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80.28%至 -70.4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300万元至1,950万元。

3、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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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万元至43,000万元 盈利：6,591.34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 2019�年度经营业绩较原业绩预告发生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亏损，主要原因如下：

1、应收款项减值预计27,108万元

受宏观政策、经济环境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多氟多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多氟多智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部分

下游新能源汽车客户及运营商经营陷入困境，现金流严重不足，应收款项可收回性风险加

大，出于谨慎考虑，对知豆电动应收款项单项认定补提坏账准备金额12,918万元，对四海

盛景应收款项单项认定补提坏账准备金额2,257万元，对小明知行应收款项单项认定补提

坏账准备金额6,250万元,对其他客户应收款项单项认定补提坏账准备金额5,683万元。

2、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989万元

受新能源汽车行业不景气影响以及来自整车市场的成本压力，公司子公司多氟多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转型升级，对部分型号的锂电池等补提跌价准备4,123万元，子公司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对不再投放市场的车型库存汽车零部件等补提跌价准备2,

116万元，其余部分存货结合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市场销售价格计提跌价准备750万元。

3、开发支出费用化及无形资产预计减值合计14,850万元

受市场情况变化影响，管理层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子公司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等对开发支出在研的项目进行检查，若继续研发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会使技术上的风

险性加大，预期不能够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不再符合研发支出资本化条件，相关支出

结转至当期损益4,600万元；对原有新能源车型对应的无形资产正在实施评估程序，预计

减值金额10,25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最终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

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审计， 或会予以调整并

有待最终确认。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2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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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6,119.56万元至36,119.56万元，同比增加188.18%到260.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公司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18,088.77万元至28,088.77万元，同比增加136.46%到211.9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6,119.56万元至36,119.56万元，同比增加188.18%到260.22%。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18,088.77万元至

28,088.77万元，同比增加136.46%到211.90%。

3、2019年度公司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豪威” ）、北京思比

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比科” ）、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信

源” ）部分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收购北京豪威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对上年同期财

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经重述后的财

务报表数据相比，将增加25,500.81万元至35,500.81万元，同比增加175.88%到244.8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经重述后的财务报表数据相比，将增加18,088.77万元

至28,088.77万元，同比增加136.46%到211.90%。

（三）本次预计的公司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80.4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3,255.38万元。

（二）每股收益：0.32元/股。

（三）上年同期经重述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99.1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255.38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了对北京豪威、思比科、视信源的重组，主营业务范围

延伸至CMOS图像传感器的研发及销售。 除此之外，公司不断研发新产品并丰富产品种类，拓宽公司产

品应用领域，设计与分销业务相互补充，有效的推动了公司主营业务升级。 公司2019年度的盈利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2019年非经常性损益预计较上年同期增加8,000万左右， 主要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及政府补助等因素的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公司2019年度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子公司北京豪威、思比科、视信

源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因北京豪威业绩增长较大，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当期利润影响较

大。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增是否适当和审慎出

具专项说明。 公司不存在影响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临

2020-004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天津麒麟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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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近日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天

津麒麟）增发股权，以换股收购控子公司中标软件有限公司（简称中标软件）

全体股东所持中标软件全部股权，已办理完成天津麒麟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天津麒麟取得新的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00669769Q

名称：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谌志华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肆佰肆拾万零贰仟叁佰玖拾贰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1日

营业期限：2014年12月11日至2059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的相关设备、通讯设备的销售；信息系统工程技术验证及咨询服

务；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软件评测；计算机系统集成

服务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信安创业广场3号楼6-8层

2019年12月20日及2020年1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

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天津麒麟换股收

购子公司中标软件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天津麒麟新增注册资本138,

852,392元，向控股子公司中标软件全体股东增发股权，以换股收购其所持中

标软件全部股权。 交易完成后，天津麒麟注册资本增至194,402,392元，其中

本公司持有其46%股权，中标软件成为天津麒麟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详情请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7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328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12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果暨股份变动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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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兰太实业” ）于2020� 年1月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了《兰太实业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以

下简称“股本变动公告” ）， 由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吉兰

泰” ） 本次发行前所持本公司144,892,328股股份未登记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现对

股本变动公告更正如下：

一、原《兰太实业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中“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内容：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542,945,300 64.9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8,031,073 100.00% - -

1、人民币普通股 438,031,073 100.00% 293,138,745 35.06%

2、境外上市外资股 - - - -

总股本 438,031,073 100.00% 836,084,045 100.00%

现更正为：

单位：股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398,052,972 47.6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8,031,073 100.00% 438,031,073 52.39%

1、人民币普通股 438,031,073 100.00% 438,031,073 52.39%

2、境外上市外资股 - - - -

总股本 438,031,073 100.00% 836,084,045 100.00%

中盐吉兰泰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获得的兰太实业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98,

052,972股，自该股份于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根据中盐吉

兰泰承诺， 中盐吉兰泰在本次交易认购的兰太实业新增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兰太实业股份144,892,328股。故本公司将中盐吉兰

泰在交易前持有的兰太实业股份144，892，328股统计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 现予以更

正。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20-00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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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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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万元–72,000万元 盈利：12,477.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20.96%�-477.0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3824元-�0.4236元 盈利：0.0878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经营管理，开展提质增效工作，有效控制成本，把握市场机遇，主产品产

销量较上期增长，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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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9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1日

股票代码：

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

2020-02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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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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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 至 1000万元 亏损：13,288.5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5.27%��至 107.5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70元/股 至 0.0099元/股 亏损：0.132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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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业绩出现重大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毛利增加；

2、本年收到七台河市新兴区商务局的政府补助5,000万元；

3、处置全资子公司玖骐环境确认的投资收益3,992万元。

其中后二项均为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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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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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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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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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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7%-70.27%

盈利：33,638.98

盈利：10,000万元-13,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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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控股子公司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哆可梦” ）已完成

2019年度业绩承诺，经初步测试，不存在商誉减值问题，最终结果以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深圳市惠程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2019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波动较大，重

要原因为2019年度净利润主要来源于公司电气业务和互联网文娱业务， 较上年同期减少了大额的投资

收益，具体原因如下：

1、2019年度无北京信中利赞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并购基金” ）处置投资

项目收益及公司对外转让产业并购基金出资份额收益（对外转让出资份额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8,396.42万元），上述收益对公司上年同期损益的影响累计约为1.9亿元；

2、2019年度内控股子公司哆可梦自研游戏产品和代理游戏产品的上线时间表有所推迟， 导致哆可

梦业绩表现低于上年同期；

3、为了支付收购哆可梦77.57%股权的现金对价和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2019年

度所获得的并购贷款、短期借款和融资租赁款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多，故公司2019年度确认的财务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加；

4、2019年度公司电气业务及互联网文娱业务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积极进行电气产品技术升级和

精品游戏研发创新，导致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