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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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1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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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4日以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发出。 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下午2：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王宪章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同意公司

计提2019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956.84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19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 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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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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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2

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童贵云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

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 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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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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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

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

务状况，公司于2019年末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清查的基

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固定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

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对2019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固定资产及应收

款项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2019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956.84万

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万元）

占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账款 1,231.09 215.32%

其他应收款 -48.54 -8.49%

存货 774.29 135.43%

合计 1,956.84 342.26%

3、 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事项。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9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1,956.84万元， 占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342.26%。 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将减少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531.68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后的财务报告

为准。

三、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2019年度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万元） 51,078.57

资产可收回金额（万元） 47,271.7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金融工具的性质，公司以单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为

基础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

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

观证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

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

为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

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

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

济状况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关于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

策

计提数额（万元） 1,231.09

计提原因

存在减值的迹象， 预计该项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

（二）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万元） 35,787.80

资产可收回金额（万元） 34,574.3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照单个存货项目以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产成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以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以所生产的产成

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进行计提。

计提数额（万元） 774.29

计提原因 存在减值的迹象，预计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

四、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

则而作出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合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五、 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

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

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计提本次资产减值准备。

六、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

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 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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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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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1,371,427.31 1,618,107,240.11 3.91%

营业利润 17,848,320.69 3,243,386.98 450.30%

利润总额 9,890,148.37 4,179,485.72 13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649,052.87 5,717,481.03 5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20 0.0079 5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55% 0.2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98,583,810.51 1,875,855,509.08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45,979,105.03 1,036,229,405.29 0.94%

股本（股） 720,000,000.00 720,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1.4527 1.4392 0.94%

注：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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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2019年度，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大环境下，公司通过拓展

市场与客户、优化生产管理以及加强费用管控等措施，实现了业绩增长。 2019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6.81亿元，比去年增加6,326.42万元，同比增长3.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864.91万元，同比增长51.27%。

2.�财务状况说明

2019年，公司期末总资产18.98亿元，比去年期末增加2,272.83万元，同比增长1.21%；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46亿元，比去年期末增加974.97万元，同比增长

0.9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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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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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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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768,793.23 788,547,409.92 36.80%

营业利润 117,036,345.00 94,917,195.75 23.30%

利润总额 116,829,721.60 95,164,381.29 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663,785.93 63,025,109.32 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1 0.48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7% 10.94% -0.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51,528,375.70 1,272,241,247.07 2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8,116,093.60 604,955,486.84 12.09%

股本 132,515,050.00 132,407,050.00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12 4.57 12.04%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78,768,793.2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80%；实

现营业利润117,036,345.00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3.30%； 实现利润总额116,829,721.6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77%。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取得增长的原因

主要有：公司坚持技术创新，加大NB-IoT物联网智能燃气表、超声波智能燃气表等的研发

与推广力度，相关产品销售取得良好势头；持续强化销售及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市场布局，

加强客户拓展，优化客户服务，订单取得稳定增长；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精益制造能力，降本

增效取得积极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规模持续扩大，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1,551,528,375.70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78,116,093.60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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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20-007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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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99,966,583.00 3,665,524,126.83 -1.79%

营业利润 181,679,408.47 64,666,399.99 180.95%

利润总额 183,523,546.25 78,159,982.02 13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703,813.96 72,319,435.13 13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14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7% 3.18% 增加3.9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94,941,992.15 3,917,905,218.44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94,177,447.34 2,327,874,670.86 2.85%

股本 528,157,457 406,274,967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53 4.41 2.72%

注：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59,996.66万元，实现营业利润18,167.94万元，实现净

利润16,770.38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1.79%，上升180.95%，上升131.89%。

报告期内，虽然汽车行业仍显弱势，但由于上游化工原材料价格相较于去年高位有所

回落，公司产品成本下降，产品毛利率回升；同时，公司下半年产品产销量较上半年及去年

同期有所提升。 另外，2019年度普利特美国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对公司利润情况产生积极

影响。

2019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总额389,494.20万元，较期初减少0.5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9,417.74万元，较期初增加2.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4.53元，较期初增加2.7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2020年1月8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

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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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09

鹏鼎控股（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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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186.32 2,585,478.03 3.01%

营业利润 343,577.52 340,432.46 0.92%

利润总额 343,693.76 335,745.70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962.92 277,122.15 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6 1.30 -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5% 19.75% -4.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889,261.30 2,735,347.01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82,387.37 1,788,764.07 10.82%

股 本 231,143.08 231,143.0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58 7.74 10.8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战使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压力与考验，也给

全球电子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公司进一步

强化创新,不断开拓新的产品,拓展新的客户。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63,186.32万

元，较上年增长3.01%，主营业务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

此外，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技术创新、提高自动化水平等方式，提高公司产品毛利

率水平，提升盈利能力。同时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管理效率及提升经营

效益，公司关停了营口工厂，并对其计提相关减值21,110.2万元后，公司2019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962.92万元，较上年增长5.36%。

2019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小幅下滑， 主要系上年公

司IPO完成，股本及净资产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不存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重大差异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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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2020-012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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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接到公司股东黄天

火先生、黄文乐先生及和黄文喜先生有关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万

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有股份比例

占其公

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黄天火 是 12598 45.76% 12.75% 2016年9月26日

2020年2

月26日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黄文乐 一致行动人 1749.9999 24.68% 1.77% 2019年11月4日

2020年2

月26日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黄文喜 一致行动人

399.9999 8.02% 0.40% 2019年11月4日

2020年2

月26日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620 52.55% 2.65% 2017年9月4日

1704 37.14% 1.72% 2017年11月27日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黄天火

275,

310,

000

27.8

6%

144,000,

000

52.30% 14.57% 144,000,000 100% 131,310,000 100%

黄文乐

70,

921,

550

7.18

%

53,000,

000

74.73% 5.36% 53,000,000 100% 191，163 1.07%

黄文喜

49,

861,

496

5.05

%

0 0 0 0 0 0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为27500万股，占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

51.6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83%。

2、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4、目前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质押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平仓的情形。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提前购回、补充质押等措施进行应对，公司将

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996

证券简称：贵广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07

债券代码：

110052

债券简称：贵广转债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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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4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0年3月5日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0年3月5日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广网络”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

5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贵广转债” ）将于2020年3月5日支付自2019年3月

5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

《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贵广转债

（三）债券代码：110052

（四）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160,000万元

（六）发行数量：1,600,000手（16,000,000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八）可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19年3月5日至

2025年3月4日。

2.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5%，第二年为0.8%，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7%，第五年为

2.0%，第六年为2.2%。

3.债券到期赎回：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票面面值的113%（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4.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

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

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

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该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

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的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⑤初始转股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为8.13元/股

⑥最新转股价格：8.04元/股。 （2019年7月10日， 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贵广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7月16日起由8.13元/股调整为8.04元/股。 以上可转

债转股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

⑦转股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

期日止（即2019年9月11日至2025年3月4日止）。

⑧信用评级：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评级为AA+。

⑨资信评估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⑩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九）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19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4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0.5%（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

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4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0年3月5日

（三）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0年3月5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3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贵广转债”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

后续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兑息发放

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可转债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

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

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

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

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

利息为0.40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

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

实际派发金额为0.50元人民币（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

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自2018

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

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公司

按税前兑息金额派发利息，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 50元人民币

（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

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36号

联系人：黄宗文

联系电话：0851-84115592

传真：0851-8472100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8号

联系人：孙乃玮

联系电话：010-85556314

传真：010-85556403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96

证券简称：贵广网络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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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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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36号贵广网络大楼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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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0,59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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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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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巍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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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乔小燕、黄铁军受疫情防控影响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黄宗文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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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598,382 99.9998 900 0.000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李巍 780,517,589 99.9895 是

2.02 张小剑 780,517,588 99.9895 是

2.03 谭伍衡 780,517,588 99.9895 是

2.04 谭湘 780,517,588 99.9895 是

2.05 王登发 780,517,588 99.9895 是

2.06 马晓维 780,517,588 99.9895 是

3、 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郭全中 780,597,286 99.9997 是

3.02 陈武朝 780,597,286 99.9997 是

3.03 范其勇 780,597,286 99.9997 是

3.04 赵敏 780,597,287 99.9997 是

4、 关于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杨建平 780,597,286 99.9997 是

4.02 陈慕风 780,517,585 99.9895 是

4.03 丁汀 780,517,585 99.9895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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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李巍 89,796,102 99.9091 0 0.0000 0 0.0000

2.02 张小剑 89,796,101 99.9091 0 0.0000 0 0.0000

2.03 谭伍衡 89,796,101 99.9091 0 0.0000 0 0.0000

2.04 谭湘 89,796,101 99.9091 0 0.0000 0 0.0000

2.05 王登发 89,796,101 99.9091 0 0.0000 0 0.0000

2.06 马晓维 89,796,101 99.9091 0 0.0000 0 0.0000

3.01 郭全中 89,875,799 99.9977 0 0.0000 0 0.0000

3.02 陈武朝 89,875,799 99.9977 0 0.0000 0 0.0000

3.03 范其勇 89,875,799 99.9977 0 0.0000 0 0.0000

3.04 赵敏 89,875,800 99.9977 0 0.0000 0 0.0000

4.01 杨建平 89,875,799 99.9977 0 0.0000 0 0.0000

4.02 陈慕风 89,796,098 99.9091 0 0.0000 0 0.0000

4.03 丁汀 89,796,098 99.9091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以同意票代

表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杜奕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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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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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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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

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公

司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李勇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

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

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关于2019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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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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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

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由监事周怡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全体监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

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

2020-018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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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

“《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9年末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及

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

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发现部

分应收款项、部分存货、部分无形资产中的技术、商誉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 本着谨慎性原

则，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转回 转销 其他减少 合计

一、坏账准备 6,799.41 815.55 600.29 12.03 612.32 7,002.64

1、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5,740.92 873.78 21.95 21.95 6,592.75

2、 应收票据坏账

准备

183.72 -59.25 124.47

3、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

874.77 1.48 578.34 12.03 590.37 285.88

二、存货跌价准备 6,492.17 1,864.34 395.29 0.00 395.29 7,961.22

三、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88.25 88.25

四、无形资产减值

准备

246.80 246.80

五、商誉减值准备 10,975.03 10,975.03

合计 13,291.58 13,989.97 600.29 395.29 12.03

1,

007.61

26,273.94

二、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说明

2019年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对以下单项资产（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计提

的减值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的要求，现具体说明如下：

1、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本期增加商誉减值准备10,975.03万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商誉

商誉所在资产组账面价值① 13,110.30

商誉账面价值② 10,975.03

未确认的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

商誉价值③

700.53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④=①+②+③

24,785.86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可收回金额⑤

12,775.25

减值损失⑥=⑤-④ -12,010.61

归属于公司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

失⑦=②

10,975.03

归属于公司应确认的其他长期资

产减值损失⑧=-⑥-③-⑦

335.0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财务预算之预计现金流量折现而得。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根据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企业会计

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

对收购长沙伟徽高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而形成的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并采用收益法测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测算

其可回收金额。经测算，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应

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按比例抵减

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受市场变化的影响， 公司2016年非同一控制下收购的企业

--长沙伟徽高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2019年经营业绩低于

预期，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商誉进

行了初步评估， 根据初步评估结果需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2、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本期增加存货跌价损失1,864.34万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 39,401.09

资产可收回金额 31,439.87

跌价准备 7,961.22

其中本期计提金额 1,864.3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规定：资产负债表

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部分存货的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公司考虑相应存货销售的可能

性，加大了相应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商誉、存货、应收账款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13,989.97万元，计入2019年度会计报表。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

少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022.01万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减少13,022.01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9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9

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

实可靠。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

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

明。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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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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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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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994,800.17 509,392,795.83 -31.29%

营业利润 -171,893,977.66 30,594,779.43 -661.84%

利润总额 -172,383,056.40 30,998,366.65 -65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616,906.71 27,067,996.14 -704.47%

基本每股收益 -0.35 0.06 -6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1% 1.76% -12.9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1,901,303,230.62

2,191,520,

277.10

-1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78,253,837.82

1,541,870,

744.53

-10.61%

股本 471,315,045.00 471,315,04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92 3.27 -10.70%

注：表中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降幅为31.29%，主要为本期博云汽车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及公司硬质合金业务板块因市场影响收入下降所致；公司2019年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分别下降661.84%、656.1%、

704.47%，主要为公司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及公司硬质合金业务板块中的博云东方和伟徽新

材因市场变化原因导致利润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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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1日披露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2019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勇、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严琦、会计机构负责人许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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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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