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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17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300508

证券简称：维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3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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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年4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32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

《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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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6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20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592

证券简称： 华凯创意 公告编号：

2020-055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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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年4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820

证券简称：英杰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41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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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将于

2020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31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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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6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20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786

证券简称：国林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2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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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6日，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青岛国

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2020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423

证券简称： 鲁亿通 公告编号：

2020-013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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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

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鲁亿通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300592

证券简称： 华凯创意 公告编号：

2020-045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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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将于2020

年4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612

证券简称：宣亚国际 公告编号：

2020-021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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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宣亚国际营销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300508

证券简称：维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20-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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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于2020年4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636

证券简称：同和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29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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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2020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300202

股票简称：聚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9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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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20年4月17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6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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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

同期的增减变

动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454,072,

274.59

457,965,

972.57

264,810,857.30 72.94

营业利润 16,468,847.46 14,267,917.77 13,945,562.33 2.31

利润总额 25,788,162.07 13,994,690.81 18,278,015.87 -2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755,869.17 11,327,745.41 16,308,895.72 -3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09 0.17 -4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1% 1.90% 2.83% -0.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本报

告期初的增减

变动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942,138,

416.58

927,214,

245.08

782,614,890.14 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602,095,

781.43

584,432,

708.87

580,382,414.84 0.70

股 本 145,370,700 145,370,700 96,913,8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14 4.02 5.99 -32.89

注： 1、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2、上述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修正后的业绩快报与公司2020年2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媒体上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

2020-010） 主要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2019年度预计营业收入由45,407.23万元修正为

45,796.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2,075.59万元修正为1,132.77万元。 造成上述差

异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于2019年末收到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所发《关于下达2019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

大科技创新工程和结转项目）的通知》，文件通知公司承担的“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研发及

产业化” 获得政府补助经费400万元。根据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反馈，该政府性质补助对应

的相关损益企业应于收到款项并用于三元正极材料研发时再予以确认。 因此，公司冲销已计提但

未收到的补助收入400万元。

2.公司于2020年3月从公开网站获悉有关全资子公司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客户肇庆遨

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停产放长假通知》。 随后公司即刻组织相关人员与审计师赴现场核实并访

谈该公司主要负责人。 鉴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公司经与审计师沟通，决定拟对其应收账款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减值损失217.44万元。

三、其他说明

1. 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度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提高财务

人员业务能力，以确保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加强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

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2.本次业绩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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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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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7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科学技术局发放的政府补助

金共计人民币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以上。 根据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19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结转项目）的

通知》【鲁科字（2019）135号】及其配套实施文件规定，由公司承担的“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入选“2019年度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厅市联合）项

目” ，项目获得补助经费400万元，此项政府补助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未来是否持续发生

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

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当期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

营业外收支。上述补助属于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本期损益，确认为“其他收益” 。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 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共计人民币400万元 （未经审

计）。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最终对公司2020年度全年利润的影响以年度审计后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补助收款凭证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