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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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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采

取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2020年2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各位董事对议案进行审

核，并通过传真签字的方式将表决结果送达至董事会秘书进行统计。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小龙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2019年度财务报告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74,236,

800.00元，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人民币7,218,646.81元，合计人民币81,455,446.81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

备的事项出具了合理性说明。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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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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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采

取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2020年2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各位监事对议案进行审核，

并通过传真签字的方式将表决结果送达至本次会议记录人处进行统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应华江先生召

集和主持。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一致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公允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一致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基本权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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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

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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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二六三”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

议案》。根据《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2019年度财务报告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金额

公司对2019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74,236,800.00元，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人民币7,218,646.81元，合计人民币81,455,

446.81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类 别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资产减值准备

商誉 74,236,800.00

小计 74,236,800.00

信用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 7,242,666.18

其他应收款 -24,019.37

小计 7,218,646.81

合计 81,455,446.81

注：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具体减值项目、金额以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全部由迪讯业务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构成。

（一）“迪讯业务资产组” 的商誉形成情况

迪讯业务资产组（以下简称“迪讯业务” ）系2015年收购迪讯（香港）有限公司100%股权时形成，具

体如下：

2015年4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收购迪讯（香

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实力，积极推进公司全球华人移

动通信业务的发展，公司决定通过全资孙公司———二六三移动通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六三

移动香港” ) 投资人民币10,000万元收购中熙有限公司持有的迪讯 （香港） 有限公司 （Delcom� (HK)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迪讯公司” ）100%股权。

2015年4月15日，二六三移动香港与中熙有限公司签订《有关出售与购买迪讯（香港）有限公司之所

有已发行股份的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 ），二六三移动香港以人民币10,000万元或等值

美元或等值港币购买中熙有限公司持有的香港迪讯公司100%的股权 （10,000股已发行在外的所有股

份）。

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2月28日持续经营

的前提下，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香港迪讯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10,426.66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本次协议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000万元。

2015年5月13日，二六三移动香港向中熙有限公司支付了港币87,292,679.89元（按协议约定汇率折

合人民币7000万元，折合美元11,260,755.71元）。 随后于2015年6月18日支付了余款美元4,825,556.14

元(按协议约定汇率折合人民币3000万元)。

根据香港迪讯公司出具的股东证明、香港秘书处出具的股东变更名册，交易对方中熙有限公司出具

的说明，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和交易对方均确认《股份买卖协议》的交割条件已全部满足，香港迪讯公司

100%的股权已自2015年5月18日起登记在二六三移动香港名下，二六三移动香港已完全享有标的资产的

所有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对其经营和财务政策的控制，以及股权转让款支付等情况，2015年5月18

日已符合“企业合并” 会计准则规定的全部条件，为方便核算二六三移动香港将合并香港迪讯公司股权

收购日确定在2015年5月31日。

二六三移动香港分析了香港迪讯公司账面资产、负债及未在账簿记载的无形资产情况，以香港迪讯

公司2015年5月31日的账面净资产美元809,676.97元（折合人民币4,962,793.48元）作为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 公司将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美元809,676.97元（折合人民币4,954,899.20元）与本次股权

受让价格美元16,086,311.85元（折合人民币98,444,743.71元）的差额美元15,276,634.88元（折合人

民币93,489,844.51元）确认为商誉。因汇率变动影响，截止2019年12月31日，“迪讯业务”资产组的商誉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0,657.62万元。

（二）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

迪讯业务的开展主要是为中国联通提供“预付费国际漫游服务” 和“一卡双号服务” 、“网络优选”

等方面的服务。 这些服务主要通过使用供应商Mobileum,Inc.（以下简称“Mobileum” ）提供的软件平

台，经过自身二次开发后，向中国联通提供技术服务。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 在中国联通与境外运营商实现4G漫游的情况下，Mobileum提供

的软件平台仍然采用2G/3G的模式来实现业务控制，使用户登网体验不佳。 虽然三方协作自2019年起对

相关技术进行3G到4G的升级，将可以支持4G业务。 但是2019年6月工信部正式发布了5G商用牌照，今后

相关技术、服务更加成熟，资产组业务量和利润空间将大幅降低。

由于互联网业务的发展以及联通自身业务方向的调整，使得联通项目的预付费出访来访等业务的市

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联通自2019年开始将原有的预付费用户逐步调整为后付费用户，后续很可

能会逐步脱离Mobileum预付费出访平台实现业务。 另外联通的主要业务方向由原来的语音转换到数据

业务，但是原平台主要以语音业务为主，缺少比较有竞争力的数据业务产品，将进一步压缩资产组利润空

间。

此外，中国联通也通过引入新的供应商降低成本、推动业务技术发展，以适应当前的技术发展和市场

的状况，因此迪讯业务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

考虑到上述技术发展滞后、需求降低、竞争加剧等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结合资产组实际情况，公司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迪讯业务资产组截止2019年12

月31日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重新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0)第163号]，资产组可

回收金额为人民币10,402.19万元。

（三）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及计算过程

迪讯业务资产组商誉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人民币7,423.68万元，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人民币7,

423.68万元。

1、资产组可回收金额计算过程如下：

中联评估采用“收益法” 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迪讯业务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

估，将迪讯业务资产组作为整个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估计。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式中：

P：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Ri：未来第i年的预期收益（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n：收益期的预期收益（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税前折现率；

n：未来预测收益期；

2、收益指标：

收益口径包括资产使用过程中的产生的现金流量(R)和最终处置时产生的现金流量(Rn)，其中，资产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为：R=EBIT＋折旧摊销－追加资本。EBIT为息税前利润，其计算

公式为：EBIT=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 其中：追加资本=资产性

更新投资+营运资金增加额通过对企业所处行业分析，结合迪讯业务资产组的历史年度经营情况、行业发

展情况及经营计划，预测迪讯业务资产组未来年度的销售收入；根据迪讯业务资产组的经营管理能力和

成本控制水平，预测未来年度成本、费用及相关税费，并结合近年迪讯业务资产组各项财务指标及经营计

划，测算出预测期内各期折旧摊销、追加资本情况。 通过上述方法预测迪讯业务资产组未来各期的净现金

流量。

3、折现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折现

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该折现率是企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

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在确定折现率时，首先考虑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但鉴于该资产的利率无

法从市场获得的，因此使用替代利率估计。 在估计替代利率时，充分考虑了资产剩余寿命期间的货币时间

价值和其他相关因素，根据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WACC)作适当调整后确定。考虑了与资产预计现金流

量有关的特定风险以及其他有关政治风险、货币风险和价格风险等。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

确定税后折现率r，因资产组无付息债务，直接以股权投资成本re为税后折现率r。 税后折现率为12.39%，

确定方式为： 。 由于在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时均以税前现金流量作为预测

基础的，而用于估计折现率的基础是税后的，应当将其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以便于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的估计基础相一致。通过税后折现结果与前述税前现金流通过单变量求解方式，倒算税前折现率。税前折

现率测算结果为16.91%。

4、迪讯业务资产组2019年12月31日商誉减值计提判断过程如下：

项目 公式 金额（万元）

资产组名称 迪讯业务资产组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A 17,825.87

资产可回收金额 B 10,402.19

商誉减值准备测算金额 C=A-B 7,423.68

综上，经测算迪讯业务资产组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7,423.68万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人民币7,

423.68万元（折合1,064.14万美元），计入2019年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7,452.20万元(汇率折

算影响)。 本次计提完成后，“迪讯业务”商誉净值为人民币3,233.94万元。

三、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外的财务担保合同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

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公司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且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或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

分的应收账款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对各业务应收账款进行

分析后，根据其各自信用风险特征，计算其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2019年度因应收账款总额增加、企业客户回款期延长、海外互联网综合服务业务个人客户逾期等因

素，对应收账款计提预期信用减值损失人民币724.27万元。 另因其他应收款收回等因素，冲回其他应收款

预期信用减值损失人民币2.40万元。

综上，2019年度公司相关金融工具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人民币721.86万元，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人民币721.86万元，计入2019年当期损益（预期信用减值损失）人民币721.86万元。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资产为商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金额将列入公司2019年度合并损益， 导致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减少利润总额

约人民币8,174.06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事项在公司2019年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不会对2020年1月21

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的2019年业绩预计情况产生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

后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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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用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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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后，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

八、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发表的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事项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公允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事宜。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6、《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迪讯香港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资产评

估报告》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20-011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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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三）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四）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政部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2、新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

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

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基本权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号）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20-012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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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元） 1,013,565,798.16 928,733,524.63 9.13

营业利润（元） 205,836,487.00 89,856,073.85 129.07

利润总额（元） 199,916,263.80 88,930,003.49 12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74,365,845.35 86,042,223.02 10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8% 4.63% 4.0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元） 2,716,784,281.19 2,539,538,499.89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2,081,478,238.15 1,902,702,794.12 9.40

股本（元） 1,353,882,953.00 794,980,220.00 7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56 2.43 -35.8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9年度，公司实现收入101,356.5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13%，主要原因为:深圳市日升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日升” ） 和 263�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 （原

“I-ACCESS� NETWORK� LIMITED” ，以下简称“263�环球通信” ）本期全部业绩纳入合并范围，而上

年同期仅合并深圳日升 2018�年 6�月-12月收入、263环球通信2018年7月-12月收入；

2.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20,583.6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29.07%；利润总额19,991.63万元，比上

年同期上升124.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36.5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02.65%，业绩

变动的主要原因为：（1）非流动金融资产下对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投资本期公允价值上升较大；（2）深圳日升和263环球通信本期全部业绩纳入合并范围，而上

年同期仅合并深圳日升2018年6月-12月业绩、263环球通信2018年7月-12月业绩；（3）原并购展动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时确认的自研软件于2018年摊销完毕；（4）母公司、上海奈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按未来

利润预计情况，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5）迪讯业务资产组商誉发生减值；（6）涉诉案件发生的律师费

及可能的损失。

3.公司年末股本135,388.30万元，比年初增加7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56元/股，

较年初下降35.80%，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中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7股）及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员工行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对2019年度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

348.02万元-18,068.8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90%-110%。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

明显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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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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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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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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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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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79,244,200 1,129,681,138 39.80%

营业利润 404,436,744 338,021,888 19.65%

利润总额 409,161,639 321,518,327 27.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3,031,646 310,666,603 29.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17,407,842 269,751,932 1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9 0.86 2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2% 26.84% 降低4.1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832,687,905 1,627,379,749 319.8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071,028,075 1,186,932,797 411.49%

股 本 461,000,000 360,000,000 28.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3.17 3.30 299.4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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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924万元，同比增长39.80%；利润总额40,916万元，同比增长27.26%；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40,303万元，同比增长29.7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741万元，同比增

长17.67%。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情况良好，业务健康稳步增长，产品服务升级更新，核心业务板块中办公软件产品使用

授权业务的收入涨幅较大，随着付费客户的持续增加，办公服务订阅业务的收入增长势头强劲。

（二）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1、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9.80%，办公软件产品使用授权业务及办公服务订阅业务涨幅较大，

其中个人办公服务订阅业务增长较为突出。

2、报告期末，总资产与报告期初相比增加319.8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与报告期初相比增长411.49%，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与报告期初相比增长299.43%，主要原因是公司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

大幅增加了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资产。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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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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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371

证券简称：汇中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5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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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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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263,748.06 279,765,364.62 28.77%

营业利润 127,950,127.66 95,521,973.61 33.95%

利润总额 128,091,479.46 95,626,973.61 3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661,099.66 81,566,465.74 34.44%

基本每股收益 0.6600 0.4915 3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4% 13.66% 2.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27,076,469.40 708,462,950.70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15,160,604.35 620,850,348.36 15.19%

股本 167,822,200.00 120,000,000.00 3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26 5.17 -17.6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0,263,748.0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77%；实现营业利润127,950,127.66元，比去年同

期上升33.95%；实现利润总额128,091,479.46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3.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661,

099.66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4.44%。

公司2019年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户用超声水表和户用超声热量表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使得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合理控制销售费用，使得净利润同比增加。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金额为827,076,469.40元，较期初增加16.7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资产

和规模随经营规模增长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15,160,604.35元，较期初增加15.1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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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披露了 “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0-001)，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比上年同期上升20%-45%，盈利9,787.98万元-� 11,827.14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9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任何讨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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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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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8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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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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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494,529.57 659,404,116.18 31.41%

营业利润 65,685,759.70 75,260,114.91 -12.72%

利润总额 78,422,344.05 91,584,349.71 -1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149,013.51 44,986,811.63 47.04%

基本每股收益 0.1567 0.1072 46.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3.75% 上升 1.4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63,912,521.65 1,784,188,316.79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12,979,862.96 1,228,278,154.84 6.90%

股本 430,200,000.00 430,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0520 2.8551 6.9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战略聚焦，业务归核” 的核心经营指导思想，以“效率、执行、效益” 为2019年

度发展主题，秉承“成就客户、精进求实、开放进取、携手共赢” 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和加大

研发投入，理顺管理流程，取得较好经营成果，营业收入同比较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自贡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与自贡市大安区城乡住房保障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上

厂区资产征收移交手续，根据协议约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报告期内确认上厂区各项补偿收

入6,439.53万元，扣除发生的搬迁费用及各项税后的净收益为4,348.14万元。经营管理方面，公司不断优

化产品结构，综合毛利率有所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6,494,529.57元，同比上升31.41%；实现营业利润65,685,759.70

元，同比下降12.72%；实现利润总额78,422,344.05元，同比下降14.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6,149,013.51元，同比上升47.04%；基本每股收益0.1567元，同比上升46.1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0年1月18日在《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19年度净利润为6000万元-8000万元，本

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9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对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事项进行任何讨论。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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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7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清洁

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18年4月17日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

富国广利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723号）和2020年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关

于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延期募集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20〕315号）进行募集。 本基金

已于2020年2月26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2020年3月10日。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

明书” ）和《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基金管理人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

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20年3月10日提前至2020年2月28日， 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2020年2月28日，2020年2月29

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以登陆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

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8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部分

渠道为 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A

类份额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20年2月28日起，上述渠道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天盈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7762），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渠道办理开户以

及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357

公司网站：http://www.18.cn

（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1818-188

公司网站： www.1234567.com.cn

（3）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公司网站： www.ehowbuy.com

（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773-772

公司网站：www.5ifund.com

（5）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

公司网站：http://fund.jd.com/

（6）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站：www.fund123.cn

（7）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站：www.yingmi.cn

（8）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067

公司网址：www.baiyingfund.com

（9）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9031

公司网站：www.lufunds.com

（10）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站：danjuanapp.com

（11）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77

网站：www.snjijin.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990

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1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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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权益变动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0年2月26日，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拟向翁康、陈吉霞、上海岳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5,393,

600股（含），募集金额不超过1,000,000,000元（含本数，下同）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或

“本次非公开” ）。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112,454,776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翁康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6,825,200股的股份，通过苏州麦迪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9,198股，直接及间接

持股比例为14.99%，其一致行动人严黄红持有7,595,900股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450,29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1.74%。

2020年2月26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翁康签署了《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翁康之附

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约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5,393,600股（含），翁康同意以

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12,696,800股（含），认购金额为500,000,000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20年2月27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上述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经公司与发行对象协商，发行价格确定为39.38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募集资金总额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即25,393,600股

（含），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未超过33,736,432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

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其中翁康认购股份数量为不超过12,696,800股（含）。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翁康 16,854,398 14.99 29,551,198 21.44%

严黄红 7,595,900 6.75 7,595,900 5.51%

合计 24,450,298 21.74 37,147,098 26.95%

公司总股本 112,454,776股 137,848,376股

注：表格中股数含实际控制人间接持股的部分。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25,393,600股计算，公司的总股本为137,848,376股，翁康先

生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9,522,000股，通过苏州麦迪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9,198

股，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为21.44%，其一致行动人严黄红持有7,595,900股的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147,09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6.95%，仍处于控股地位。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否取得上

述批准及取得上述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翁康及其一致行动人严黄红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详见同日

公告的《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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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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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6日披露了《2020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因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

有部分内容需进行补充及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更正位置 更正前 补充及更正后

1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中“第四章 二、（二）”

核心骨干人员 核心管理、业务、技术骨干人员

2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摘要》中

“第五章 三、”

核心管理、业务、技术骨干人员（285人） 核心管理、业务、技术骨干人员（282人）

3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中“第五章 五、（四）、预

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

行权计划安排如下-第四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4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中“第六章 一、（六）”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后，公司

发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的

通知；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激励

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

事务所对本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后，公司

发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的

通知；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对本激励计

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5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中“第六章 二、（二）”

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

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

益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

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

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股权激

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 独立董事、监

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

务所、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

见。

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董事会应

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

益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

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

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股权激

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 独立董事、监

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

务所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6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

“二、序号4和序号5”

熊国辉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沈昱 财务负责人

熊国辉 财务负责人

沈昱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7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

“二、序号6”

福井健次 核心管理、业务、技术骨干人员

FUKUI�KENJI（福井健次）核心管理、业

务、技术骨干人员

除上述补充及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文件。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

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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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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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定，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行” ）制定了《本行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稳定预案》，该预案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以及2016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

说明书》。

根据股价稳定预案，本行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本行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情形时（如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则本行、第一大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一大股东提名或推荐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将启动稳定本行股价的相关程序。

2018年12月31日，本行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9.06元，2019年7月4日，本行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后，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除息后为8.78元。 自2020年1月23日至2月27日，本行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跌破8.78元，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本行将在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之日（2020年2月27日）起10个交易日内（2020年3月12

日前）召开董事会，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