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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0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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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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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49,307,555.92 1,290,276,553.52 35.58

营业利润 227,142,753.86 98,227,671.05 131.24

利润总额 221,640,425.66 97,395,476.35 12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055,890.58 77,215,137.89 13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26 0.1914 13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3% 4.08% 5.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827,682,407.41 2,616,224,172.48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990,601,235.27 1,911,614,884.74 4.13

股 本 407,626,000.00 407,083,000.0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8834 4.6959 3.99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以各年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上升35.58%、134.48%， 主要

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原材料价格下降，产量增加，产品成本有所降低；

（2）加强市场营销渠道建设，主要产品销售量增加，销售单价上涨，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82,768.24万元，较年初增加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199,060.12万元，较年初增长4.1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度业

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0-002）中披露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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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68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1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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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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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935.37 372,426.55 36.12%

营业利润 45,437.22 35,405.05 28.34%

利润总额 45,295.10 36,046.13 2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18.43 30,846.10 27.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5 1.1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1% 17.63% 0.2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86,595.07 365,687.63 3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313.17 202,339.56 17.78%

股本 27,125.00 27,12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79 7.46 17.83%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打造“新材料纵向一体化专业平台”为核心发展战略，以新材料研究和

工程化应用为核心，以轻量化材料板块和功能性材料板块为两翼，全面推动新材料应用领域业务的协

同发展。 2019年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各业务板块取得全面增长。

1.�轻量化材料板块

（1）高分子改性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家电、汽车、消费电子业务发展齐头并进。 家电业务方面，继

续深化与原有客户的合作关系，优化业务结构；汽车业务取得较快增长，在行业发展趋势下行的大背景

下，公司批量供货比亚迪、陕汽等主机厂，重点开发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踏准行业风口；消费电子业务

持续发力，在联想、京东方、富士康等客户的份额占比有所提升。

（2）口罩用熔喷聚丙烯业务。 公司在高分子改性领域耕耘20余年，技术积累雄厚，研发队伍成熟。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防疫物资紧缺程度仍未缓解，熔喷材料市场供不应求。 面对口

罩用熔喷聚丙烯紧缺的疫情需求形势，公司复工后第一时间成立项目组，在原有配方的基础上进行设

备改造，根据不同的产品等级（包含N95型口罩）和客户要求，采用母粒添加和共混挤出两种工艺，迅

速完成口罩熔喷聚丙烯的规模化生产，并且在最关键的熔体流动速率指标上做到了行业领先。 公司将

针对疫情发展情况筹备下一轮的增产计划，同时启动全国各基地部分生产线改造，未来该材料产能有

望达到300吨/天以上，可以充分缓解抗击疫情和未来口罩大量缺口的现状。

（3）复合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复合材料板块重点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充电桩、乘用车电池

盒、座椅横梁等领域持续突破，产品不断更新迭代，SMC、BMC、热塑混纤材料多点开花，有望成为新的

业绩增长点。

（4）专用车与模块化房屋业务。 报告期内，国恩专用车重点发力冷链物流车、房车业务，紧跟消费

升级的趋势，与北汽福田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双方资源整合和技术平台优势。 疫情当前，公司

向政府免费提供用于疫情防控指挥部、防疫检查站等使用的模块化可移动房屋，在抗击疫情工作中充

分体现了其牢固、耐腐蚀、易安装、免维护等优势，为抗疫一线人员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2.�功能性材料板块

（1）空心胶囊业务。 子公司益青生物在2019年顺利进行了市场开拓、扩建和技改工程；受疫情影

响，下游药厂空心胶囊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益青生物作为空心胶囊的重要供应商，春节期间在确保安全

防控疫情的基础上持续保持生产，全力满足下游药厂激增的供货需求，订单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

（2）光显材料业务。 报告期内，子公司国骐光电顺利切入华为供应链，持续提升在京东方等核心客

户的供货比例，业绩实现大幅增长，并顺利开发SONY、LG等客户；实现了光扩散涂布合成材料的完全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大幅提升了在光学背光模组产业链的话语权；同时完成了玻璃扩散板、耐

高温扩散板的试制流程，将进一步拓宽未来市场空间。2020年春节期间，国骐光电持续向京东方、夏普、

TPV等国内大客户供货，同时也完成了向海外客户VESTEL、韩国喜星的不间断交货任务。

（3）体育草坪业务。 报告期内，政府订单和海外订单齐头并进，量价齐升。 公司业务逐步向山东以

外地区拓展，目前正积极参与云南省玉溪市200个足球场建设项目；2019年公司将产能进行了扩充，同

时引进真假草混合系统、免填充运动草产品等，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平度中小

学1.68亿项目， 部分完成即墨区中小学塑胶跑道及人造草坪工程项目， 积累了良好的信誉与客户认可

度。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6,935.3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6.12%； 实现营业利润45,

437.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4%；实现利润总额45,295.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6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418.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7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

板块发展良好，与原有大客户保持稳定合作的同时，持续拓展新客户，主要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分、子公

司陆续投产，带动销量及收入的显著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86,595.07万元，较期初增长33.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313.17万元，较期初增长17.78%；总股本27,125.00万股，本年度未发生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8.79元，较期初增长17.8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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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6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继续收购武汉导航院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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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长沙

韶光” ）已持有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武汉导航院” ）10.67%的股

权，长沙韶光拟进一步增持武汉导航院股权。

2020年2月27日，长沙韶光与武汉导航院股东武汉英之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英之园” ）于

长沙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长沙韶光以支付现金6,371.60万元的方式继续收购英之园持有的

武汉导航院16.99%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沙韶光将合计持有武汉导航院27.66%的股权，成为武汉导航院持股比例第二

大的股东。 武汉导航院仍为长沙韶光的参股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武汉英之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湖北省武汉市，主要办公地点为武汉市

汉南区汉南大道359号，法定代表人为常凡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113751842620W，主要经营

生物菌肥的研制及技术咨询、生物肥料的销售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常凡生先生。 本次交易已

经过英之园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英之园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武汉导航院是由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大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于2013年9月22日在湖北省武汉

市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100077713797U；目前具有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2、股东结构（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 15,000.00

武汉经纬导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7,500.00

武汉英之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99% 6,370.35

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10.67% 4,001.25

武汉大学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7% 2,464.20

武汉经卫北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7% 2,164.20

合计 100% 37,500.00

股东结构（本次交易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 15,000.00

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27.66% 10,371.60

武汉经纬导航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7,500.00

武汉大学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7% 2,464.20

武汉经卫北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7% 2,164.20

合计 100% 37,500.00

注：上表中尾数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9,779,228.46 400,141,717.66

负债总额 18,467,745.07 27,643,667.97

应收款项总额 35,330,060.39 65,270,748.04

净资产 371,311,483.39 372,498,049.69

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1-11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936,107.46 39,005,957.64

营业利润 264,305.33 (16,046,821.10)

净利润 283,951.47 (7,422,00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52,034.53) (31,343,167.14)

4、团队、产品及业务展望

武汉导航院拥有一支院士领衔的国际化专家团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曾主导完成了相关北斗

标准的起草、修订和完善，在北斗3导航相关芯片的研发、设计、推广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门槛和先发优

势。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6日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收购武汉导航院股权的公告》（编号：

2020-003）。

5、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武汉导航院16.99%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格为6,371.60万元，是以注册资本为基准，交易双

方协商确认的。 与上次交易价格相比，标的资产整体交易价值未发生变化。

6、其他

武汉导航院不存在诉讼与仲裁事项，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

受让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长沙韶光拟以支付现金6,371.60万元的方式向英之园购买其持有的武汉导航院16.99%的股权，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长沙韶光一次性向第三方交易平台监管结算账户支付全部股

权转让款。

2、按照注册资本，武汉导航院16.99%的股权对应6,371.25万元，此次交易定价在注册资本的基础

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认为6,371.60万元。 资金来源为长沙韶光自有资金。

3、在第三方交易平台出具转让款及服务费到账凭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英之园应配合长沙韶光

和武汉导航院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沙韶光持有武汉导航院的股权比例将提升至27.66%，成为武汉导航院第二大

股东。

1、研发和技术协同：长沙韶光长期主营集成电路和芯片的设计、检测及封装业务；长沙韶光和武汉

导航院将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高精度专业应用的基带射频一体化芯片的持续更新迭代

的设计、不同行业的应用性研发、产品生产制造、封装和测试上开展全面合作、协同发展。 长沙韶光拥有

FPGA芯片研发设计团队，而基带射频一体化芯片的研发设计需要应用FPGA芯片开发技术，双方在芯

片研发设计上可以协同发展。 武汉导航院拥有的研发能力也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芯片研发和生产能

力。

2、产业和市场协同：北斗3导航芯片广泛应用于军工和民用2个领域，长沙韶光和威科电子现有客

户可为武汉导航院的芯片产品销售进行客户布局，有助于武汉导航院的芯片产品通过长沙韶光和威科

电子的客户渠道快速提升产品销售。

六、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武汉导航院股权是公司控股收购武汉导航院的步骤之一,公司控股收购武汉导航院相关

事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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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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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205,005.23 932,619,991.10 8.96%

营业利润 102,644,177.31 27,039,513.56 279.61%

利润总额 101,600,519.80 25,955,435.40 29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373,917.63 18,742,029.22 35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 0.11 3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8% 3.93% 13.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05,850,207.10 877,576,296.85 1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27,832,161.98 461,152,996.86 14.46%

股本 168,000,000.00 168,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14 2.74 14.6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16,205,005.2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84,373,917.6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0.19%。

2019年，在国际经济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公司取得上述业绩实属不易，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公司

紧抓高端密封胶产品国产替代、行业整合加速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公司在营销网络、产品研发、客户

资源、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夯实在建筑和集装箱密封胶领域的头部地位，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

实现营业收入稳定增长；二是依托已有的技术优势持续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公司水性涂料产品在钢结

构制造和石化装备领域积累了广泛的客户基础，并逐渐建立起优势地位。 公司在2019年10月完成了对

兆舜科技（广东）有限公司75%股权的收购，布局LED照明、汽车电子、电子电器及电力等领域；三是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期投产，凭借自动化和规模化的生产优势，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同

时优化了公司产品结构，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四是由于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较上年同期显著下降，公

司产品销售毛利率明显提升。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为102,644,177.31元，同比增长279.61%，利润总额为101,600,519.80元，同比增长

291.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373,917.63元，同比增长350.1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较同期显著下降导致主营业务成本下降所致；

2、基本每股收益为0.50元，同比增长354.55%，主要是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披露的《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对2019年度预

计的经营业绩为：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7,500万元至9,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为300.17%-380.2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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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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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罗鸿桥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6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11月5日，罗鸿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3,0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在减持计划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3,2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5%。

2020年2月2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罗鸿桥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所持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进展情况告知函》。 截至2020年2月27日，罗鸿桥先生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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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

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罗鸿桥先生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2020年2月27日，股东罗鸿桥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罗鸿桥

合计持有股份 333,056 0.20 333,056 0.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264 0.05 83,264 0.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792 0.15 249,792 0.15

注：以上持股比例计算差异由四舍五入导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罗鸿桥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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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罗鸿桥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其相关承诺不存在差异。本次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的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本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罗鸿桥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所持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68

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

2020-007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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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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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303,759,977.46 344,291,893.87 -11.77%

营业利润（元） 66,985,837.80 87,197,414.75 -23.18%

利润总额（元） 66,007,089.38 87,123,461.56 -2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6,966,342.28 74,689,446.35 -23.7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7 0.62 -2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51% 10.44% -2.9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1,041,821,945.52 802,418,344.36 2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元）

774,434,397.05 740,369,575.05 4.60%

股本（股） 120,000,000 1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45 6.17 4.54%

注：①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3,759,977.46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1.77%。 主要原因为

较去年同期，2019年大客户硕腾采购计划变化较大，导致外销收入下滑所致。

（2）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6,007,089.38元和

56,966,342.28元，相比于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4.24%和23.73%。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下滑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41,821,945.52元，较报告期期初增加29.84%，主要原因是公司本

期投资建设热电联产项目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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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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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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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于2020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2020年2月26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增加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函》， 提议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形成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该提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主要内容为：为了满足公司项目公司融资需要，其股东方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为项目公司进行了全额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按对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

对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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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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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于2020年2月26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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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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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担保对象：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州鸿图”或“担保人” ）

●反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 或“反担保

人”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3亿元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参股项目公司舟山荣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荣都” 或“债务人” ）因融资需要，其

股东方禹州鸿图作为担保人拟与债权人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 根据协商，宋都集

团同意并确认以反担保保证人的身份按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为50%）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主债权本金金额为3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对外提供反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要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厦门禹洲鸿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7841831664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厦门市海沧翁角路616号306室

法定代表人 林彬煌

成立日期 2006/6/20

经营范围

从事海沧区兴港路“禹洲华侨城”及“禹洲尊海” (H2009G02)项目的开发与经营；物

业服务；市政道路工程建筑。

财务情况：

公司名称 2018年12月（经审计） 2019年9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273.73 138.22

净资产 32.82 32.50

2018年1-12月（经审计）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5 1.27

净利润 1.96 -0.24

三、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人 反担保人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反担保保证范围 担保金额

禹洲鸿图 宋都集团

连带责任保

证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债权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两年止。 主债权合同展期的，至展期

后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止。

为担保人因实际履行

《保证合同》而获得的对

债务人的全部追偿权的

50%

3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反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的融资需要。 反担保对象为

禹洲鸿图，其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反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提供的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

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1、本次反担保事项初衷是为下属参股公司融资，反担保对象的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

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3、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法规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该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1,247,508万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不存

在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而应承担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5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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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3月10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77 宋都股份 2020/3/4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2月1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持有35.01%股份的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

司，在2020年2月26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14）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2月1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3月1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股份类别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于2020年2月17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

上述议案2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于2020年2月28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俞建午、郭轶娟、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苍穹1�号单一资金信托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股份类别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

2020-010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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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53,236.96 245,363.85 3.21%

营业利润 7,556.45 32,959.07 -77.07%

利润总额 7,567.38 32,966.11 -7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66.47 32,195.29 -7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26 0.9122 -7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20.59% 减少15.4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88,833.80 258,285.98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2,439.62 173,253.76 5.30%

股 本 50,380.64 36,009.19 3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6212 4.8114 -24.7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视频综合应用相关领域的战略投入，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费用增速大

幅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速。 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指挥中心、视频融合指挥系统等新兴业务，公司整体毛

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下降77.07%、利润总额下降77.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71.84%、基本每股收益下降79.98%，主要是公司监控类业务占比提升及推进部分新兴业务，营业成本

增长较快；此外，公司加大了在研发领域的投入，研发费用增长较多。 2019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每股转增0.4股，公司总股本由36,009.19万股变为50,380.64万股，增长39.91%。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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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02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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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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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12,032,699.29 3,621,754,713.06 2.49

营业利润 537,625,368.37 431,245,690.32 24.67

利润总额 528,975,949.79 430,383,307.64 2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929,748.51 301,362,969.27 3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3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9% 12.05% 2.6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826,784,589.53 5,443,275,372.92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35,044,766.35 2,631,668,611.96 11.53

股 本 916,212,166.00 916,212,16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20 2.87 11.50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1,203.27万元，同比增长2.49%；营业利润53,762.54万元，同比增

长24.67%；利润总额52,897.59万元，同比增长2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692.97万元，

同比增长35.03%；实现每股收益0.44元，同比增长33.33%。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原因

是公司制剂自营产品销售良好，销售效率提升；原料药板块市场需求订单充裕；公司聚焦甾体激素领

域，专注综合能力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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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568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

2020-020

债券代码：

123009

债券简称：星源转债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实施的第四次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星源转债”（债券代码：123009）赎回价格：100.03元/张（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当期利率为1.00%），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

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登记日：2020年3月19日

3、赎回日：2020年3月20日

4、停止交易和转股日：2020年3月20日

5、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2020年3月25日

6、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3月27日

根据安排，截至2020年3月19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星源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

“星源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星源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

停止交易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星源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不能在2020年3月19日当日及之前自行完成转股，可

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417号” 文核准，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7日公开发行了4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星源转债，债

券代码：123009，以下简称“可转债”或“星源转债” ）。 可转债已于2018年4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2018年9月13日起进入转股期， 公司股票自2020年1月3日至2020年2月21日连续30个交

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26.64元/股）的130%（34.63元/股），已触发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

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全部已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决定行使“星源转债” 赎回权，按照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在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星源转债” 。

2、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之“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之“（十一）本次发行主

要条款”之“11、赎回条款”中“（2）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A）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为100.03元（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当期利率为1.00%），扣税后的赎回价格

以结算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2020年3月19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星源转债” 。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2月28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发布三次赎回公告，通告“星源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2020年3月20日为“星源转债”赎回日。 自2020年3月20日起，“星源转债” 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星源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20年3月25日为“星源转债”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2020年3月27日为赎回款到达“星源转

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星源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星源转债” 持有人

的资金账户。

（4）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三、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星源转债” 赎回公告发布日至赎回日前，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星源转

债”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星源转债”自赎回日（即2020年3月20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3、“星源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

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4、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1张，1张为1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

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

应计利息。

5、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

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21383902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行使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权的独立意见

5、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

意见书

6、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使“星源转债” 提前赎回权利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