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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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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和收益，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影响较小，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委托加工数量仅为协议预计上限，不代表对未来产量的预计。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相关产品的生产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阳光

药” 或“委托方” ）拟与关联方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阳光药业” 或“受托方” ）签订

《2020年度委托加工框架协议》， 委托广东东阳光药业加工生产克拉霉素缓释片 （500mg）、 克拉霉素片

（250mg、500mg）、左氧沙星片（250mg、500mg）、盐酸莫西沙星片（400mg）、奥美沙坦酯片（20mg）（以

下统称“国内外共线产品” ）和磷酸奥司他韦胶囊（75mg）等产品，预计2020年加工服务的交易金额为11,

952.33万元人民币（不含增值税）。 除本次交易外，不存在其他委托关联方加工生产药品的业务。

（二）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寓

帅先生、唐新发先生、张红伟先生、李义涛先生、张英俊先生已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了本次交

易事项，同意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就董事会审议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

日常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加工服务费采用加工成本定价，各项成本费用按市场价或历史生产成本

确定，定价公平、合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当

前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

交易所采取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日常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

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则，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东阳光药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康医药” ）跟广东东阳光药

业于2018年签订的《委托加工框架协议》，预计2018年就委托加工克拉霉素缓释片、盐酸莫西沙星片产生交

易金额为150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实际发生委托加工金额为362.62万元，预计金额和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原因是公司产品进入市场时间较短，仍处于前期市场推广阶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志勇；

注册资本：23897.4792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3年12月29日至2053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采用缓释、控释、靶向、透皮吸收等新技术生产和销售新剂型、新产品（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

囊剂、颗粒剂）；研发、生产和销售药品、初级农产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609,136.10万元，总负债352,684.89万元，净资产256,451.21

万元，截至2018年12月实现营业收入109,037.21万元，利润总额8,507.03万元，净利润9,652.08万元。

（二）关联关系

因广东东阳光药业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广东东阳光药业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药品委托加工，采取先货后款的支付政策，受托方广东东阳光药业多次通过多个国

家GMP认证，且作为国内外共线产品原申报生产企业，具备磷酸奥司他韦胶囊及国内外共线产品生产所需条

件和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加工产品列表

2、交易

（1）交易内容：委托方提供委托加工产品注册、质量标准等相关资料；受托方应提供生产委托加工产品需

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GMP认证证书等相关资料，并严格按照委托方要求的产品规格、质量标准、GMP等

要求进行加工。

（2）交货时间：受托方应合理安排委托加工产品的生产加工，在委托方订单规定的交货日期及时向委托

方交付约定数量与质量的委托加工产品。 受托方在此确认，在委托方订单规定的交货日期准时交付是极为重

要的。

（3）交货地点：委托方及其子公司住所或委托方具体指定的其他位置，运输、装卸责任由受托方承担。

（4）交易金额：经双方同意，受托方2020年度内向委托方提供加工服务的交易金额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

11,952.33万元（不含增值税），具体加工数量和交易金额由双方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另行约定和结算确认，且

委托方并无义务必须委托受托方加工任何特定数量的产品，委托方可基于其自身产能和其他因素酌情决定委

托受托方加工的产品数量，受托方应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提供委托方所要求的加工服务。

[注]该预计交易金额计算涉及的加工数量系为了预估关联交易金额而估算的数量上限，不代表对未来产

量的预计。

委托方提供的原辅料只能用于生产委托方委托生产的产品， 受托方应单独管理委托方提供的原辅料，每

月向委托方提供原辅料的接收、领用及结存明细情况，委托生产结束后若委托方提供的原辅料有结余，受托方

应及时全部退还委托方。

委托方应负责提供原辅料的产品质量，并承担因提供原辅料质量及运输过程中损耗等因素造成的损失及

赔偿责任；受托方应负责妥善保管和合理使用委托方提供的原辅料，并承担因受托方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及

赔偿责任。

（5）生效条件及协议期限：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满

足委托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协议项下之交易（如适用）以及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即委

托方的控股股东）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协议项下之交易（如适用）之日起生效。 协议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止。

（6）支付方式：鉴于克拉霉素缓释片（500毫克）、克拉霉素片（250毫克）、克拉霉素片（500毫克）、左氧

氟沙星片（250毫克）、左氧氟沙星片（500毫克）、盐酸莫西沙星片（400毫克）、奥美沙坦酯片（20毫克）药品

注册证书持有人为委托方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阳之康” ），上述加工产品相关

加工服务费由委托方全资子公司阳之康向受托方进行支付，磷酸奥司他韦胶囊（75mg）相关加工服务费由委

托方向受托方进行支付。 受托方每月按照加工完成的成品数量和约定的单价开具发票，委托方在收到受托方

开具的发票后一个月内支付相关款项。

（7）特别约定：为促使受托方加快完成生产磷酸奥司他韦胶囊（75mg），在前期采取委托方以65000元/

公斤（不含增值税价格）的价格向受托方出售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受托方加工完成后以上述磷酸奥司他韦

原料药的价格65000元/公斤（不含增值税价格）加上加工服务费的价格再出售给委托方，双方按照实际的发

货数量开票结算。 受托方所购买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只能用于生产委托方委托其生产的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受托方应单独管理，每月向委托方提供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接收、领用及结存明细情况，委托方有权随时检查

受托方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的储存、使用情况，委托生产结束后若有结余，需由委托方全部按照原价购回。

委托方应负责提供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的产品质量，并承担因提供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及运输过程中损

耗等因素造成的损失及赔偿责任； 受托方应负责妥善保管和合理使用委托方提供的磷酸奥司他韦原料药，并

承担因受托方管理、使用不善造成的损失及赔偿责任。

（二）定价政策

本次加工服务费以产品加工成本确定，加工成本包括广东东阳光药业提供的原辅料、包材、人工、运输、检

验、仓储及制造费用等，不包括委托方提供的原辅料，其中广东东阳光药业提供的原辅料、包装材料相关费用

按市场价确定，其他加工成本按历史生产成本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基于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需求，为应对市场需求的提升，在新增产能投产前缓解企业生产负担，

故委托通过国家GMP认证且具备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生产所需条件和能力的广东东阳光药业进行磷酸奥司他韦

胶囊加工；克拉霉素缓释片、克拉霉素片等属于国内外共线产品，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公司作为药

品注册证书持有人暂不具备生产条件，故委托作为药品原申报生产企业的广东东阳光药业进行生产。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本着必须、合理和优势互补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市

场占有率和收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相关

药品由受托方加工完成后交东阳光药自行销售，控股股东及受托方对加工成品无对外销售权利，不会对公司

及东阳光药构成竞争，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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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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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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694,341.86 2,881,191,880.59 -20.49%

营业利润 75,732,388.34 -1,766,727,890.16 不适用

利润总额 73,035,902.46 -1,839,498,381.6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60,568.33 -1,741,970,491.7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24 -1.59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85.40% 增长88.95个百分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572,100,024.95 5,938,767,975.31 -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33,488,473.30 1,285,407,141.06 3.74%

股本 1,095,386,132.00 1,095,386,13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174 1.1735 3.74%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因四舍五入，小数点存在差异）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综合评估国内外市场形势变化情况，公司继续采取聚焦主业，去除废旧产能，减少大额

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战略；同时加大了公司在卫星通信，商业显示等领域的研发投入。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57,210.00万元，较期初减少6.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3,348.85万元， 较期初增长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174� 元， 较期初增长

3.74%。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9,069.4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49%；营业利润7,573.24万元；

利润总额7,303.59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46.06万元。公司业绩扭亏为盈。主要原因

是：

1、公司去金融化进展顺利，出售联营公司润兴租赁股权，实现投资收益，盘活资产；

2、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所持上市公司新媒股份的股权按新金融工具准则核算，作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 按评估师初步估值确认公允价值并计算当期损益。 公

司在本年度确认约超过4.8亿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整体利润影响较大；

3、同时由于受贸易战持续影响，及国内外市场经济疲软，公司业务增长乏力，订单不足，收入减少；

资金紧张影响市场拓展及竞标项目开展，公司业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公司部分子公司为软

件企业，项目减少，存在严重亏损及资产减值，详细金额尚待进一步与审计最终确定；

4、公司资金状况仍未得到基本改善，公司融资规模依然较大，融资成本及融资费用较高，导致公司

财务费用大，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大；

5、公司持续在卫星通信，商业显示等方向进行研发投入，为未来业务增长做铺垫，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公司的当期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1�日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9年 1-12月经营业绩进

行了预计：2019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0万元至14,500万元。后公司于2020

年1月31日披露了《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4,000万元至6,000万元,公司2019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中对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

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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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20

—

008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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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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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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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2,651,146.47 3,945,318,862.21 -1.08

营业利润 -431,996,987.16 146,701,244.08 -394.47

利润总额 -412,545,740.57 159,166,227.10 -35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8,294,903.46 65,913,381.62 -704.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 0.10 -6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0% 2.16% -14.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089,476,788.31 8,158,581,885.04 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932,175,965.36 3,467,414,630.50 -15.44

股本 683,920,481.00 683,920,481.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29 5.07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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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0,265.1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29.4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04.27%。主要为应收款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28,221万元，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19,287万元。 详见2020年1月22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

2、财务状况说明

2019年度公司总资产908,947.68万元， 较期初增长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3,

217.60万元，较期初下降15.44%；股本68,392.0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29元，较期初下降

15.3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0年1月22日， 公司发布《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其中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6,000万元至43,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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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20-009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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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渑池县华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实

业” ）共同投资设立河南氟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最终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定为准），合资公

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5100万元，占合资公司的51%，华远实业以自有资金

或实物出资4900万元，占合资公司的49%。合资公司成立后，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

17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6）、《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62）。

近日，合资公司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渑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221MA47JPG55M

名 称：河南氟兴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镇工业大道东100

法定代表人：田年益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萤石粉、氢氧化铝、氟化铝的生产与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氟化盐的购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

2020-001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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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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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1.36 145.51 -16.60%

营业利润 23.86 69.53 -65.68%

利润总额 23.48 69.42 -6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5 58.23 -6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40 -6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6% 46.92% -33.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7.01 189.87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7.79 141.67 -2.74%

股本（亿股） 146.78 146.7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95 0.97 -2.06%

注：在计算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时，已扣除了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的加权平均股数；在计算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时，已扣除了公司累计回购的股份数量。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1.36亿元，较2018年同比下降16.60%；实现营业利润23.86亿元，较

2018年同比下降65.68%；实现利润总额23.48亿元，较2018年同比下降66.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8.75亿元，同比下降67.80%；基本每股收益0.13元，同比下降67.5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13.76%，较2018年减少33.16%。 报告期内，上述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受宏观经济影响，2019年中国广告市场需求疲软，行业景气度欠佳。 公司客户结构中互联网类

广告主因市场融资环境等原因调减广告预算， 互联网行业广告收入的大幅缩减构成了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以日用消费品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广告主对公司媒体价值认可度不断

提升，传统行业客户的收入持续增长，下半年以来营业收入下滑幅度呈收窄态势；

（2）公司自2018年二季度起大幅扩张电梯类媒体资源，导致公司2019年媒体资源租金、设备折旧、

人工成本及运营维护成本等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3）报告期内客户回款速度普遍放缓，导致账龄结构恶化，风险增加，故公司的信用减值损失的计

提和拨备也相应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87.01亿元，较本报告期初减少2.86亿元，降幅为1.5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7.79亿元，较本报告期初减少3.88亿元，降幅为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0.95元，较本报告期初减少0.02元，降幅为2.06%。 报告期内，上述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产生的净利润增加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75亿元；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的现金股利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减少了14.43亿元；

（3）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43,

767,950股，合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人民币8.30亿元；

（4）报告期内，公司的三家联营公司均完成了新一轮融资，公司按权益法调整了对这三家联营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合计约为人民币1.41亿元；

（5）报告期内，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公允价值下降从而减少了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97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9年10月31日对外披露的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及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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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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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9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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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以下，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制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范岳英女士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范

岳英女士的通知， 其于2020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有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数量（股）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范岳英

2月26日-2月27

日

集中竞价交

易

4,000,000 58,690,000 5.18% 54,690,000 4.83%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范建刚 331,340,000 29.24% 法定一致行动人

范立义 240,975,000 21.26% 法定一致行动人

范岳英 54,690,000 4.83% 法定一致行动人

杨俊 2,000,000 0.18% 法定一致行动人

合计 629,005,000 55.51%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上述股东权益变动等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风范股份

股票代码：6017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范岳英

住所：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

在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

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本报告书 指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指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范岳英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范岳英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2052019781106XXXX

住所：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需求

二、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1月31日通过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

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范岳英

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58,690,000 5.18% 均为IPO前取得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范岳英女士于2020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4,

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35%。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范岳英

2月26日-2月27

日

集中竞价交

易

4,000,000 58,690,000 5.18% 54,690,000 4.83%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范岳英 持股5%以下股东 54,690,000 4.83% IPO前取得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任何

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行为的，披露如下情况：

卖出区间 卖出数量（股） 卖出价格区间（元）

2019年9月 9,860,000 5.67—6.26

2019年10月 - -

2019年11月 - -

2019年12月 - -

2020年1月 - -

2020年2月 4,000,000 5.86—6.21

合计 13,860,000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工业集中区西区人民南路8号常熟风范

电力设备股份有公司证券部，以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苏州

股票简称 风范股份 股票代码 6017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范岳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苏常熟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58,690,000

持股比例：5.1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A股

变动数量： 4,000,000

变动比例：0.3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范岳英

日期：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

2020-002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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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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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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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699,035.17 720,920,717.25 18.00%

营业利润 100,935,018.66 77,579,183.22 30.11%

利润总额 100,610,409.14 78,686,031.16 2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216,381.99 69,557,135.50 2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2 0.49 2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1% 11.68% 上升1.8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26,303,225.87 747,918,909.23 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84,795,070.27 625,838,688.28 9.42%

股本 142,120,000.00 83,60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82 7.49 -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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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069.9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8.00%； 实现营业利润10,

093.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11%；实现利润总额10,061.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21.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83%。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2,630.32万元，比年初增长10.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8,

479.51万元，比年初增长9.42%。

本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稳定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0,093.50万元，同比增长30.11%，主要原因是公司各子公司和事

业部业务持续增长，拓展了3D打印、安防监控、医疗雾化器、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设备等应用领域，引入

精益化生产管理模式，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进一步加强。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增加了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增加-35.64%，主要是报告期

内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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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38

证券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06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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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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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03,062.92 2,167,471,668.54 -6.88%

营业利润 585,998,546.87 681,636,728.94 -14.03%

利润总额 586,046,126.87 671,645,804.31 -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119,443.28 571,449,518.61 -10.91%

基本每股收益 0.4956 0.8344 -4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2% 12.95% -2.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214,806,811.19 4,988,274,393.14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04,912,308.96 4,497,846,916.02 6.83%

股本 1,027,350,000.00 684,90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68 6.57 -28.77%

注：（1）上述数据是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期初的684,900,000股增加到期末的1,027,350,000股；（3） 按最新股本重新计算的去

年同期的每股收益为0.5562，本报告期相对去年同期下降10.91%；（4）按最新股本重新计算的去年同

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38，本报告期相对去年同期增加6.8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830.3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88%，主要系本期受多种因素

影响，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8,599.8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03%；利润总额58,604.61万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2.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911.9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91%。 主要因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收入减少，管理、研发、销售等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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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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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603,055,623.44 4,081,121,545.89 -11.71

营业利润 217,818,467.02 243,126,615.26 -10.41

利润总额 215,038,631.58 226,171,927.33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073,614.17 100,242,197.38 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22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4.11% 0.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016,464,329.32 3,944,372,512.90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60,101,674.89 2,479,790,868.28 3.24

股本 761,770,000.00 448,10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6 5.53 -39.2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9年度，虽然公司所面临的经营复杂程度超过了上一年度，但是公司上下齐心，正视困难，报告期

内公司的营业总收入360,305.56万元、实现营业利润21,781.85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1,503.86万元，较

上一年度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的汽车业务核心客户上汽大众2019年度产量较2018年度有所下降。

为应对2019年经营的困难，公司内部加强管理和成本管控，积极开拓业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907.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8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盈

利情况超过了上一年度。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401,646.43万元，较期初394,437.25万增加1.83%；报告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56,010.17万元，较期初247,979.09万元增加3.24%。

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0.14元、每股净资产3.36元，较2018年度下降，主要系2019年度实施了10股转

增7股，公司股本增加所致。

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36%，较上一年度增加0.25百分点，盈利能力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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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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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

2020-012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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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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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45,614.14 378,425,895.05 -2.40

营业利润 159,051,610.03 166,145,945.39 -4.27

利润总额 161,449,178.35 166,132,447.60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839,865.83 141,331,357.46 -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 1.45 -19.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0% 14.15% -4.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60,826,186.93 1,553,601,787.22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528,646,778.18 1,445,216,074.49 5.77

股本（股） 117,350,000.00 117,35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3.03 12.32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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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9,345,614.14元、利润总额161,449,178.3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36,839,865.83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2.40%、2.82%、3.18%。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

营保持平稳发展，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略有下降，主要原因为：（一）受市场

环境变化和最终用户需求的影响， 公司积极调整和优化部分现有产品结构， 部分产品交付数量减少；

（二）报告期内计提董事会基金及分、子公司运营费用增加。

截至2019年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660,826,186.93元，较期初增长6.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1,528,646,778.18元， 较期初增长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3.03

元，较期初增长5.76%。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整体良好，经营资金充足，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本次业绩快报是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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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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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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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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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束龙胜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束龙胜 否 2,500,100 3.72 0.36 2019-2-12 2020-2-26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束龙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累计质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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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束龙胜 67,230,726 9.72 43,669,900 64.96 6.31 0 0 0 0

芜湖市鑫诚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36,720,936 5.31 29,370,000 79.98 4.25 0 0 0 0

合 计 103,951,662 15.03 73,039,900 70.26 10.56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束龙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关于其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解除质押股份交易回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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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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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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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712,848.86 2,455,958,521.31 8.26%

营业利润 358,809,295.41 222,776,761.61 61.06%

利润总额 358,766,423.91 219,212,125.44 6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147,504.83 174,762,669.00 7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44 0.2505 7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6% 4.04% 2.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248,789,125.68 6,240,132,080.69 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457,697,236.86 4,201,743,490.52 6.09%

股本 691,505,915.00 691,505,91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6.45 6.08 6.0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58,712,848.8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6%；营业利润358,809,295.4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06%；利润总额358,766,423.9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97,147,504.8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原因主要系本期公司智

慧城市业务、智慧国土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248,789,125.68元，较年初增长16.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

457,697,236.86元，较年初增长6.09%；股本691,505,915.00元，较年初没有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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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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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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