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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9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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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6日成功发行了

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发行利率为2.3%，期限为100

天，起息日为2020年3月16日，兑付日为2020年6月2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

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7）。

2020年6月24日，公司已完成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本息兑付

总额为人民币503,150,684.93元，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

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51

证券简称：

*ST

飞乐 编号：临

2020-102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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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徐开容女士的

书面辞呈，徐开容女士由于身体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报告自2020年6月24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徐开容女士辞职后，公

司董事会现任董事9名，尚有2名董事席位空缺，待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有合适人选后

再进行增补。 徐开容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

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董事会对徐开容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68

证券简称：博通集成 公告编号：

2020-043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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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201452），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能否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66

证券简称：城建发展 公告编号：

2020-33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注册获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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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91号）。 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8

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

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该批复自同意注

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批复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26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1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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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上海申达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69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 收函后，

公司就工作函中所提问题进行逐项分析与落实，现将相关问题及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9月收购Auria� Solutions� Ltd.（以下简称Auria）形成商誉10.60亿元，收购以

来未计提减值。 Auria主营汽车内饰业务， 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3.91亿元 （占公司汽车内饰收入比重达

73.10%），同比下滑13.14%，利润总额-3.48亿元，由盈转亏，是公司报告期内归母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年

报披露Auria业绩下滑原因主要系其前股东IAC集团未进行足够资本性投入，2019年相关订单中断所致。 报告期

末，Auria待执行亏损合同确认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3386.12万元，相关合同系收购前签订。 商誉减值测试时，公

司预计Auria未来5年的销售增长率区间为0.7%-10.6%。

请公司：（1）说明相关亏损合同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合同金额、涉及产品类型、合同亏损原

因等，说明前期收购时是否充分评估了订单执行情况，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2）补充披露相关中断订单所需

资本性投入的具体内容，并结合订单获取和资本性投入完成所需时间、公司自收购以来的资本性投入情况，说明

因收购前资本性投入不足，导致报告期内订单中断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将对后续订单获得产生持续不利影响；

（3）补充披露若不考虑相关订单中断影响，Auria报告期内业绩情况，并结合行业趋势、客户变动、收购整合措施，

说明其业绩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Auria历史业绩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具体说明

未来5年销售增长率的确认依据，相关商誉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相关亏损合同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合同金额、涉及产品类型、合同亏损原因等，说明

前期收购时是否充分评估了订单执行情况，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收购了IAC集团分拆的汽车软饰及声学元件业务资产注入的Auria的70%股权， 并承

继了该业务板块需要继续履行供货义务的相关合同。 待执行的亏损合同亦是收购日前IAC集团与客户OPEL所签

署，主要由英国和捷克工厂进行配套生产。 后因欧洲部分工厂产能不足，IAC集团为降低欧洲区总成本、充分利用

各工厂产能，对欧洲的生产布局实施了战略性调整；为履行与OPEL已签订的合同义务，IAC集团将OPEL订单集

中至捷克工厂生产，因此需付出额外的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或原材料成本，导致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

发生单项合同订单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形成亏损合同。 相关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序号 A B C D 合计

项目名称 OPEL项目1 OPEL项目2 OPEL项目3 OPEL项目4等

客户名称 OPEL OPEL OPEL OPEL

涉及产品类型

仪表板内隔音垫、

车地毯等

仪表板内隔音垫、发

动机侧隔音垫等

发动机侧隔音垫、

声学元件等

仪表板内隔音垫、发

动机侧隔音垫等

预计合同总价值 20,632.04 27,391.70 32,338.48 6,764.11 87,126.34

预计负债-待执行亏损合同

购买日公允价值

5,639.98 3,774.39 2,082.26 335.20 11,831.83

预计负债-待执行亏损合同

2019年末余额

1,497.61 1,749.46 139.06 3,386.12

注1：预计合同总价值。 汽车零配件行业系“以销定产” ，供应商获得整车厂客户某车型项目订单后，所签署的

供货合同基本为框架合同；在开始批量生产后，工厂将按照客户给定的计划量进行生产供货。 故预计合同总价值

系根据预计供货期总供货量预估的总价值。

注2：预计负债-待执行亏损合同购买日公允价值，系就所识别出的亏损合同，于收购日Auria根据商业计划中

相关合同在合同生效期间各年度预计销售量与单位预计损失相乘后按11.5%（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折现至现值得

到此部分待执行亏损合同的公允价值；其中，预计损失为包含合理毛利的市场价格与预计成本（含料工费）之间

的差额。

注3：根据与OPEL的供货约定，截至目前，上表内“项目1” 已完成供货，其余项目仍在进行配套生产、预计最

晚于2023年可履行完毕。

在前期收购时，公司综合考虑并全面评估了标的资产的盈利情况、技术水平、订单执行情况等各项因素，同时

参考美国、欧盟内同行业企业的交易溢价水平，并聘请了具有相关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拟收购标的进行了评估，作为本次收购交易对价的参考。 2017年5月1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了《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对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风险做了充分提示。

收购日，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相关规定按照多期超额收益法计算亏损合同的公允

价值，确认预计负债合计约人民币1.18亿元，在后续年度根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对预计负债进行摊销。

二、补充披露相关中断订单所需资本性投入的具体内容，并结合订单获取和资本性投入完成所需时间、公司

自收购以来的资本性投入情况，说明因收购前资本性投入不足，导致报告期内订单中断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将

对后续订单获得产生持续不利影响

Auria所处汽车内饰行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长期、持续进行资本性投入以保证业务的良性推进。该行业

内订单基本系中长期订单，订单获取时间则视项目情况而定，对于部分全新车型产品项目或产品工艺较为复杂的

项目，前期试制、改进样品，洽谈报价等则可能需要一年以上。 订单通常维持五至十年，行业平均订单周期约为七

年；此前的一至三年为资金投入期，主要包括对已有生产线的改良支出；产品升级换代项目中对原生产线的更新

改造；全新项目中购地建厂、购置新设备及配套辅助设施；获取整车厂的授权书/中标书到项目量产之前发生的开

发成本等；尽管在此期间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但销售收入的增长需待订单批量生产后方可实现。

IAC集团基于出售汽车软饰及声学元件业务资产的考虑，未在2013年至2015年间进行足够的资本性投入，上

述三年平均资本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约4.3%，根据罗兰贝格的研究报告，上述占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5.4%-6.

1%）；同时，资本性投入不足也间接影响了下游客户对Auria关于运营稳定性、产品质量、生产和研发实力等方面

的考评，导致其在部分新车型订单开拓上受到了限制。 但随着公司完成对Auria的并购、稳固了其上层股权架构，

并推进实施相应措施以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增加资本性投入（自公司完成对Auria的收购后，年均资本性投入金

额为5至6亿元， 占销售比为8%至9%）。 2019年下半年，Auria在时隔五年后， 重新获得客户菲亚特克莱斯勒

（FCA）的供货订单；该项目产品生命周期约六年，项目筹建期约两年，预计资本性投入总额为287万美元。 此外，

Auria还于2019年获得了宝马、奔驰、本田等客户的多个项目，以及首次获得了沃尔沃项目订单。

三、补充披露若不考虑相关订单中断影响，Auria报告期内业绩情况，并结合行业趋势、客户变动、收购整合措

施，说明其业绩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Auria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39,107.89

营业成本 580,949.64

利润总额 -34,761.53

净利润 -37,408.79

根据世界汽车组织OICA数据统计，2018年全球汽车行业销售量遭遇近年来首次下跌，进入行业结构调整期，

2019年也成为了这下行趋势中相当艰难的一年，汽车配套内饰企业受到巨大冲击。2019年全球新车总产量约为9,

178.7万辆，相比2018年下滑幅度超过5.2%；总销量约为9,129.7万辆，同比下降4%。国内与欧美等主要汽车市场产

销量出现不同程度负增长，有关数据整理如下：

2019年度（单位：万辆） 同比变动（%）

地区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国内 2,572.10 2,576.90 -7.5 -8.2

北美区域 1,678.30 2,081.60 -3.7 -1.4

其中：美国 1,088.00 1,748.00 -3.7 -1.3

墨西哥 398.7 136 -2.8 -4.3

欧洲及其他区域 2,131.20 2,080.70 -4.3 0.5

其中：英国 138.1 267.7 -13.9 -2.1

德国 466.1 401.7 -9 5.1

捷克 143.4 28.1 -0.6 -0.2

西班牙 282.2 150.1 0.1 -4

南非 63.2 53.7 3.5 -2.8

根据行业特性，Auria的业务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2019年，因行业下行趋势影响，Auria来源于主要

客户宝马、戴姆勒和福特汽车的销售收入较同期下降20.96%、17.21%和6.69%；位于北美地区的工厂受客户通用

汽车2019年9至10月罢工影响， 部分车型产销量下滑显著；2019年Auria营业收入由2018年的73.58亿元减少至

63.91亿元、同比下降13.14%，销售未达预期。

因Auria经营的汽车内饰业务原系拆分资产， 在较长时期内， 其独立运营体系需逐步重建和优化。 2019年，

Auria启动相关重整计划，通过扁平化管理层级、整合内部资源、调整产能布局等措施来提高各区域和工厂的生产

效率、完善治理结构和决策流程；其中，Auria分批整合位于德国的部分工厂、将产能进行集中以降低运营成本，于

2019年发生一次性重组费用约1.42亿元，主要包括人员安置费用1.19亿元和固定资产减值0.23亿元。 为弥补前期

资本性投入的不足、增强接单能力，近三年，Auria进行了较多资本性投入，2019年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费

用较2018年同比增加约4,600万元；加之运营等方面的需求，Auria于2019年度增加银行贷款约6.7亿元，对应增加

利息支出逾2,000万元；此外，为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对Auria原银行借款进行了替换，原借款可分期摊销的融

资费用在报告期一次性确认期间费用，影响金额约1,300万元。 重整计划实施叠加汽车行业趋势下行，使得Auria

收入规模和毛利下降，折旧摊销、利息支出等成本费用不能被有效覆盖，导致Auria2019年业绩未达预期。

四、结合Auria历史业绩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具体说明未来5年销售增长率的确认依

据，相关商誉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Auria2018年度和2019年度收入、利润等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39,107.89 735,811.63 -13

营业成本 580,949.64 656,413.18 -12

利润总额 -34,761.53 1,923.10 -1,908

净利润 -37,408.79 4.77 -784,351

公司结合第三方行业趋势预测、Auria订单情况和经营层规划等方面因素， 对其未来年度营业收入作出如下

预测：

项目（美元万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营业收入-北美资产组 48,718.46 47,142.43 49,196.81 51,431.64 54,871.15 56,696.21

营业收入-欧洲资产组（含其他地

区）

42,894.15 40,308.79 38,842.91 40,900.86 47,214.01 51,187.35

合计 91,612.61 87,451.22 88,039.72 92,332.50

102,

085.16

107,883.56

增长率% -4.54 0.67 4.88 10.56 5.68

复合增长率% 3.32

注：2019年Auria北美资产组实际实现营业收入49,227.23万美元、欧洲资产组（含其他地区，下同）实现营业

收入43,347.74万美元，合计92,574.97万美元，与预测情况基本一致。

其中：1、Auria订单情况

上述盈利预测中的营业收入中包含Auria目前在手订单以及大概率可获得的新订单。其中，在手订单系Auria

已获得的供货订单， 下述未来五年预测中已包含此部分订单将产生的销售收入； 大概率可获得的新订单系

Auria80%以上概率可获得的供货订单，此部分收入预计在2023年及以后年度体现，故而形成收入预测逐年上涨、

在手订单比例下降的趋势；但未来五年Auria在手订单金额平均覆盖预测收入比例已达75%以上，具体如下：

项目（美元万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营业收入-北美资产组 47,142.43 49,196.81 51,431.64 54,871.15 56,696.21

在手订单金额 43,674.85 45,741.96 43,067.89 40,921.93 37,003.60

在手订单比例% 92.64 92.98 83.74 74.58 65.27

营业收入-欧洲资产组 40,308.79 38,842.91 40,900.86 47,214.01 51,187.35

在手订单金额 34,174.05 32,413.22 30,014.38 29,286.13 25,535.63

在手订单比例% 84.78 83.45 73.38 62.03 49.89

2、行业趋势

IHS（汽车行业常用的第三方预测公司）2019年11月发布的全球汽车市场未来年度产量报告，2020年至2024

年全球预计汽车产量增长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汽车产量（辆） 88797628 88897615 91583032 94129285 97081209 99346778

增长率% 0.11 3.02 2.78 3.14 2.33

复合增长率% 2.27

此外，经查询S&P� Capital� IQ� (标普旗下金融数据库)，各大机构关于与Auria同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可比

公司未来两年（2020年至2021年）的收入增长率预测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代码 平均增长率

Gentex�Corporation NasdaqGS:GNTX 2.85%

Autoliv�Inc. NYSE:ALV 1.45%

Lear�Corporation NYSE:LEA 0.90%

Faurecia�S.E. ENXTPA:EO 2.40%

Autoneum�Holding�AG SWX:AUTN -0.85%

Compagnie�Plastic�Omnium�SA ENXTPA:POM 2.35%

平均 1.52%

IHS预测全球汽车市场未来五年呈增长趋势、 复合增长率为2.27%，Auria预测未来五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3.32%；Auria所处的市场为汽车零部件市场， 汽车市场的整体发展将带动全球汽车零部件市场的总体发展。

Auria未来2年平均增长率（-1.93%）未高于可比公司未来2年平均增长率（1.52%）、预测仍较保守；另，各大机构

研究人员对于2021年市场情况有较好的预期，认为可比公司收入较2020年有较快速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相关行业发展和可比公司的收入预测，均与Auria未来年度预测趋势基本相符。 因此，公司期末结

合上述相关信息、和有关会计准则规定对收购Auria所形成的商誉进行测试后，认为该商誉于2019年期末不存在

减值迹象。

【会计师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我们了解及测试了公司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

及执行有效性；②对于公司管理层已聘请独立外部评估师协助商誉评估，我们获取并审阅了评估报告，并评估了

独立外部评估师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③核对商誉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历史数据，与公司管理层及外部

估值专家讨论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评估方法、计算方式，以及关键假设、折现率等参数的合理性；④在内

部估值专家的协助下，我们评价了外部评估专家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计算方式，以及关键假设、折

现率等参数的合理性。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执行2019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一致。 我们未发现公司对商誉减值的处理存在明显

不合理的情况。

问题二：年报显示，公司2015年收购PFI� HOLDINGS,LLC（以下简称PFI）形成商誉1.32亿元，2018、2019年

分别计提减值损失2246.77万元、1.10亿元，期末账面值已为0。PFI主营床纺织品销售，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0亿元，归母净利润-3350.83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PFI� 2018年主要财务数据，结合行业趋势、上下游情况、收购整合情况等，分析说明PFI

报告期内亏损的原因；（2） 补充披露商誉减值测试时运用的重要假设和参数估计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增长

率、折现率等，结合FBI业绩情况及未来经营计划等，说明报告期内将PFI商誉余额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3）结合前述有关情况，说明PFI是否存在未来业绩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PFI� 2018年主要财务数据，结合行业趋势、上下游情况、收购整合情况等，分析说明PFI报告期内

亏损的原因

PFI主要经营场所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业务涉及床品和家纺（包括枕头、床垫和装饰、家具被罩

等）、加热产品（包括加热毯、毛毯、床垫和其他配件等）、手工纱线；PFI主要业务模式系向境内供应商采购毛毯、成

型保暖产品、控制器等产品进行组装加工后，销售给客户；其主要客户包括美国各大知名百货商店和电商客户等。

PFI2019、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份 2019年 2018年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5,036.03 20,973.39 -5,937.36 -28.31

其中：保暖产品 11,551.46 15,980.87 -4,429.41 -27.72

营业成本 13,577.73 16,511.14 -2,933.41 -17.77

其中：保暖产品 11,062.13 13,289.18 -2,227.05 -16.76

利润总额 -4,114.98 53.67 -4,168.65 -7,767.19

净利润 -4,114.98 427.12 -4,542.10 -1,063.42

相比2018年，PFI营业收入和销售毛利额在2019年均有大幅减少， 其中， 主营的保暖产品销售收入减少了4,

429.41万元，销售毛利额减少了2,202.36万元、占销售毛利减少总额的73.32%。

公司收购PFI后，从市场上聘任新CEO接任当地经营团队，但新团队在磨合中存在部分理念摩擦,导致管理人

员大规模更换。 PFI在经历并购后，经营层未能尽早形成默契的配合，也使得其在技术研发、产品更新、营销策划等

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另一方面，因近年纺织业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传统零售实体店受电商平台竞争冲

击、中美贸易政策变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PFI原品牌零售主要客户的销售额于2019年同比减少了6,753.22万元、

下降比例达87%；尽管PFI努力挖掘渠道以增加电商客户比例，但随着市场不断提高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也使得

PFI产品单价成本较2018年同期平均增加30%-70%。此外，收购后的运营整合、研发投入等支出又将PFI本不宽裕

的销售毛利被进一步压缩，使其他日常运营成本（员工薪酬、利息支出等）也未能被有效覆盖，最终导致PFI2019

年亏损。

二、补充披露商誉减值测试时运用的重要假设和参数估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增长率、折现率等，结合

PFI业绩情况及未来经营计划等，说明报告期内将PFI商誉余额全部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商誉减值测试重要假设和参数估计信息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2018年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

减值》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期末对PFI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为确保减值测试的步骤和方法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和

测试的准确性、合理性，公司聘请了相关专业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管理层执行以财务报告

为目的评估工作，对商誉所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 其中预计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所

依据的重要假设和参数估计信息如下：

（1）预测期：2020年到2024年；

（2）永续期：从2025年起至永续；

（3）收入增长率：基于该资产组自身的经营现状和纺织品行业的发展前景，管理层预计未来客户年度收入的

增长金额很大部分将来自于新产品对电子商务市场的拓展；

（4）营业成本：根据历史数据和管理层对未来产品成本预测确定；

（5）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根据历史数据和管理层对未来的预测，管理层的原则是加强费用控制，开源节流；

（6）折现率：以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基础，充分考虑资产组所处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因

素适当调整确定。

2、商誉减值测试详细过程

单位：美元千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永续年

营业收入 27,500.00 31,625.00 35,736.25 39,667.24 43,633.96 43,633.96 43,633.96 43,633.96

净利润 -769.64 52.60 871.15 1,651.38 2,462.43 2,269.33 1,723.70 1,723.70

税后经营现金流量 936.38 -1,417.33 -592.82 266.37 1,061.67 2,492.23 1,917.22 1,962.69

加：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193.10 738.73 738.73

税前现金流量 936.38 -1,417.33 -592.82 266.37 1,061.67 2,685.32 2,655.95 2,701.42

折现率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折现系数 0.9462 0.8471 0.7583 0.6789 0.6078 0.5441 0.4871 4.1632

经营现金流量现值 886.00 -1,200.62 -449.54 180.84 645.28 1,461.08 1,293.71 11,246.53

包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14,100

注：由于2019年亏损，考虑亏损抵税的影响以至于2026年的净现金流才能稳定。

经测试，评估基准日PFI包含全部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14,100.00千美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评估基准日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9762元， 折合人民币9,

836.44万元。 PFI不含商誉的资产组价值9,714.78万元，全部商誉价值10,995.45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价值20,

710.23万元。 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商誉计提10,995.45万元减值准备。

公司报告期末针对PFI商誉减值计提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满足充分性、准确性和谨慎性

要求，相关会计估价判断和会计处理符合规定。

三、结合前述有关情况，说明PFI是否存在未来业绩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

险。

2018年度至2020年5月PFI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1-5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973.39 15,036.03 2,487.44

利润总额 53.67 -4,114.98 -2,081.59

净利润 427.12 -4,114.98 -2,081.59

注：PFI2019年度、2020年1月至5月营业收入分别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02%、0.17%。

2020年受疫情影响，美国市场需求有所减少，导致PFI后续订单中断，亏损逐步扩大、运营资金周转困难。截至

2020年5月31日止，PFI总资产为10,983.38万元、其中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341.74万元，总负债为9,975.04万元，未

分配利润为-2,805.30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008.34万元（未经审计）。 为维持其正常经营，CROSS� RIVER,LLC

作为其股东已陆续提供部分资金支持；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PFI资产负债率已达90%， 股东借款余额为5,

624.68万元；预计可变现资产金额小于账面金额，实际已资不抵债；如勉力维持其持续经营，仍需股东提供后续资

金支持，风险无法预计。 权衡各利弊，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

PFI� Holdings,� LLC破产清算的议案》，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PFI向其

所在地法院提交破产申请，在法院主持下，对PFI进行清算。

鉴于本次破产清算尚待向法院提起申请，后续还须履行法院受理和裁定等法定程序，故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对公司的损益影响也需待破产清算方案明确后方能确定。 此次对PFI进行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

生产经营。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6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载的《申达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PFI� Holdings,� LLC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中进行披露。

【会计师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①我们了解及测试了公司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

及执行有效性；②对于公司管理层已聘请独立外部评估师协助商誉评估，我们获取并审阅了评估报告，并评估了

独立外部评估师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③核对商誉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历史数据，与公司管理层及外部

估值专家讨论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所使用的评估方法、计算方式，以及关键假设、折现率等参数的合理性；④在内

部估值专家的协助下，我们评价了外部评估专家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计算方式，以及关键假设、折

现率等参数的合理性。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执行2019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一致。 我们未发现公司对收购PFI形成的商誉的减值

测试及相关处理存在重大不合理的情况。

问题三：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无形资产中专利权、非专利技术、资本化开发支出项目合计2.28亿元，占无

形资产比重达56.28%。 报告期内，相关资产未计提减值。 请公司：（1）补充披露相关无形资产的具体内容；（2）结

合行业趋势、技术研发方向、无形资产对应产品市场需求等，说明报告期内相关无形资产是否存在潜在减值迹象，

并说明依据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相关无形资产的具体内容

公司无形资产中专利权、非专利技术、资本化开发支出项目分别来源于PFI、傲锐汽车部件(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傲锐” ）和Auria。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上述分类资产所属公司期末账面价值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期末原值 期末累计摊销 期末账面净值 备注

合计 31,091.38 8,271.73 22,819.65

1、专利 23,868.86 6,422.63 17,446.23

PFI 167.22 167.22 -

包括低电压加热技术、织物气味消除等7项美

国专利技术

上海傲锐 1,600.00 1,268.97 331.03

与汽车地毯材料应用相关的1项专利发明和

21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Auria 22,101.64 4,986.44 17,115.20

与汽车地毯、后备箱饰板、车厢内底板、声学

元件等产品相关的专利技术

2、非专利技术 4,761.03 1,058.49 3,702.54

Auria 4,761.03 1,058.49 3,702.54 软饰件产品开发的相关消音技术

3、资本化开发支出 2,461.49 790.61 1,670.88 注1

Auria 2,461.49 790.61 1,670.88

注1：“资本化开发支出”是Auria与特定客户（如：通用、宝马、沃尔沃、尼桑等）特定车型开发相关的支出，包

括自获取客户授权书/中标书到产品量产之前发生的与产品开发活动相关的材料费、直接人工及其他支出。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有关规定，表内列示的“资本化开发支出”已满足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二、结合行业趋势、技术研发方向、无形资产对应产品市场需求等，说明报告期内相关无形资产是否存在潜在

减值迹象，并说明依据及合理性

1、上海傲锐上述无形资产均与汽车地毯制造技术有关，其中1项为发明专利、21项为实用新型专利，无形资产

全部应用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产品生产上。

2、Auria公司上述无形资产均与汽车内饰制造工艺技术相关，例如底盘护板制造工艺技术、特殊吸音隔音材

料技术、多层纤维减震技术、防积水多孔可渗透材料技术、废料回收再利用工艺等制造工艺与技术。 主要分为以下

两类：

（1）底盘护板制造工艺技术、多层纤维减震技术及防积水多孔可渗透材料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车厢内底板

产品的工艺流程中，该类产品安装在汽车地毯下方，起到吸音、隔音、隔热、减震、降噪、防积水的作用。

（2）特殊吸音隔音材料技术相比传统技术有更轻量化且更易于加工的特点。 该技术主要用于生产仪表盘内

绝缘体等产品。

Auria上述无形资产全部应用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产品生产上。

综上，公司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基本为通用技术，可用于主营业务的多项产品中，相关技术水平和下游需求

稳定，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应；此外，公司对上述专利及非专利的摊销方法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亦与行业情况较为吻合，开发支出资本化符合行业管理、并遵循审慎性原则。因此，公司上述无形资

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①了解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政策及程序；②检查无形资产

的权属证书原件、非专利技术的持有和保密状况等，并获取有关协议和董事会纪要等文件、资料，检查无形资产的

性质、构成内容、计价依据、使用状况和受益期限，确定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并由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 ③对于使

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检查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

关的信息与我们执行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一致。

问题四：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0.94%，同比下降1.85

个百分点，主要系账龄组合1中账龄3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由5%下调为0.5%所致。 根据年报，账

龄组合1中账龄3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7.28亿元，占其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92.78%。 请公司：补充说明账

龄组合1对应的主要客户类型，并结合对应客户的结算方式及资信情况、公司信用政策、行业趋势、可比公司计提

水平、客户实际回款情况等，分析报告期内下调相应坏账计提比例的依据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自2019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按照相当于整个续存期内预期损失

的金额计量应收账款的损失准备。 对于划分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公司业务实际开

展情况（如：应收账款客户信用政策分布情况———公司80%以上客户于交易后月结30至90天付清款项）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组合1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的应收账款 （除申达投资英国公司、Auria及其附属企业）,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对应的1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为77,650.07万元，占期末组合1应收账款余额比为98.91%，现

按业务板块列示如下：

汽车内饰业务 进出口贸易业务 新材料和其他业务 小计

（1）期末余额

2019年期末组合1余额（A） 53,968.61 21,545.36 2,988.86 78,502.83

1年以内余额小计（B） 53,560.69 21,299.13 2,790.25 77,650.07

其中：3个月以内 52,184.40 18,710.32 1,943.45 72,838.17

3个月至1年 1,376.29 2,588.81 846.80 4,811.90

占期末组合1余额（=B/A)% 99.24 98.86 93.35 98.91

（2）期末计提坏账

1年以内坏账准备小计（C） 329.73 222.99 52.06 604.78

其中：3个月以内（0.5%） 260.92 93.55 9.72 364.19

3个月至1年（5%） 68.81 129.44 42.34 240.59

1年内预期损失率（平均值，=C/B)% 0.62 1.05 1.87 0.78

（3）期后回款

1年以内回款小计（D) 51,727.37 19,981.08 1,594.78 73,303.23

其中：3个月以内 50,434.75 18,488.07 1,236.01 70,158.83

回款比例-3个月以内% 96.65 98.81 63.60 96.32

3个月至1年 1,292.62 1,493.01 358.77 3,144.40

回款比例-3个月至1年% 93.92 57.67 42.37 65.35

回款比例1（=D/B)% 96.58 93.81 57.16 94.40

（4）考虑尚处在信用期的情形

小计（E=D+尚处信用期的应收账款） 51,908.78 20,010.01 2,563.54 74,482.33

其中：3个月以内 50,616.16 18,517.00 1,942.85 71,076.01

回款比例-3个月以内% 96.99 98.97 99.97 97.58

3个月至1年 1,292.62 1,493.01 620.69 3,406.32

回款比例-3个月至1年% 93.92 57.67 73.30 70.79

回款比例2（=E/B)% 96.92 93.95 91.87 95.92

1、汽车内饰业务

公司汽车内饰业务的主要客户为整车厂或汽车零配件生产商，如：北京奔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华晨宝马

和奇瑞捷豹路虎等。 该业务板块一般采取货到验收合格后，月结30至90天后支付货款的结算模式（少数世界五百

强企业月结180天）。 公司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对1年内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提政策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

年度 账龄

申达股份

（600626）

富奥股份

（000030）

岱美股份

（603730）

华域汽车

（600741）

交运股份

（600676）

模塑科技

（000700）

2018 1年以内 5.00 0.04 0.50 0.39 3.00 5.00

2019 1年以内 0.62 0.05 0.50 0.66 3.00 5.00

从上表可见，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应收账款账龄1年内预期损失率计提比例为5.00%，该计提比例在同

行业上市公司中相对较高；变更后公司的预期损失率计提比例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属于中等水平。

公司该业务板块的客户基本为大型、知名整车厂商和零配件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以保

证及时回款。 截至目前， 该业务板块应收账款组合1中3个月以内的回款金额为50,434.75万元、 回款比例为

96.65%；若加上尚处在信用期的应收账款，合计金额为50,616.16万元、比例为96.99%；但受疫情影响，部分应收账

款的回款有所延缓； 公司已组织人员积极进行催款， 部分受疫情影响停工较长的客户已应允复产后尽快偿还欠

款。

因此，综合考虑公司汽车内饰业务板块客户的整体实力、回款情况，以及上述同行业对比情况，公司下调相应

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所处的主要行业交易习惯，有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可比性、客观反

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2、进出口贸易业务

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具有单笔业务数额较小、资源和客源分散的行业特点，主要客户为百货零售、超市、电商

平台、纺织服装公司等。 该业务板块一般会在签订销售合的同时按10%-30%预收货款，部分资信较好的长期合作

客户不约定预收款；剩余货款在销售后一次性支付，一般采用月结30至120天后支付货款的结算模式（少数长期

合作的境外客户月结180天）。 公司查询可比上市公司对1年内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提政策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

年度 账龄

申达股份

（600626）

上海物贸

（600822）

中化国际

（600500）

南纺股份

（600250）

百隆东方

（601339）

凤竹纺织

（600493）

2018 1年以内 5.00 0.03 8.02 3.00 5.00 5.00

2019 1年以内 1.05 0.06 0.15 1.18 5.00 5.00

注：中化国际（600500）2018年的计提比例8.02%系综合坏账比例，2019年的0.15%系其贸易企业组合坏账比

例。

有鉴于公司主营业务为多元化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包含纺织品服装和其他贸易，相对较难找到相似度较高

的同行业公司；因此，公司选取了分别涉及贸易和纺织类业务的五家公司进行比较。 从上表可见，公司会计估计变

更前，公司应收账款账龄1年内预期损失率计提比例为5.00%，该计提比例在上述对比上市公司中相对较高；变更

后公司的预期损失率计提比例在对比公司中属于中等水平。

公司该业务板块的客户的企业类型以境外企业和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为主，整体资信水平良好、具有一定的

资金实力以保证及时回款。 截至目前，该业务板块应收账款组合1中3个月以内的回款金额为18,488.07万元、回款

比例为98.81%；若加上尚处在信用期的应收账款，合计金额为18,517.00万元、比例为98.97%；但受疫情影响，部分

应收账款的回款有所延缓；公司将密切关注境外疫情发展情况，与客户保持定期沟通联系；同时，该板块有关企业

已通过中信保对相关应收账款投保，以减少坏账损失。

因此，综合考虑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板块客户的整体实力、回款情况，以及上述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公司下

调相应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所处的主要行业交易习惯，有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与有关上市公司的可比性、客

观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3、新材料和其他业务

公司新材料和其他业务主要客户为境内国有工程类企业和境外客户。 该业务板块一般会在签订销售合同时

按10%-30%预收货款；剩余货款在销售完成后一次支付，一般采用月结30至180天后支付货款结算模式（少数国

企和境外客户给予180天至210天结算期）。 由于此部分业务没有相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且期末余额占比较小，

该业务板块实际预期信用损失率不进行同行业比较。截至目前，该业务板块应收账款组合1中3个月以内的回款金

额为1,236.01万元、 回款比例为63.60%； 若加上尚处在信用期的应收账款， 合计金额为1,942.85万元、 比例为

99.97%，符合预期。

根据上述分析和比较，公司所制定的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提比例于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 截至目前，公

司2019年期末应收账款组合1的整体回款率为94.40%，若加上尚处在信用期的应收账款，比例为95.92%。 因受疫

情影响而部分延缓的回款，公司亦主动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催款或减少损失。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报告期内下调相应坏账计提比例符合公司所处的主要行业交易习惯（汽车内饰业务、进

出口贸易业务），且公司的主要客户资信情况良好，还款能力较强；目前的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提有助于提高公

司财务信息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可比性、客观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稳健经营、稳步增长的发

展策略。

【会计师意见】：

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①获取应收账款账龄表，复核账龄划分是否正确；②对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及销售金额执行函证程序；③了解公司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复核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④期

后收款查验。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执行2019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一致，未发现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问题五：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将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已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对应预付账款的金

额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并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根据年报，报告期末共有6910.25万元的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

核算，对应坏账准备为2843.36万元。请公司：补充列示相关预付账款对应的用途、账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发生坏

账损失的原因。

【回复】： 公司2019年度由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共计6910.25万元， 其中账龄超过1年的预付款项

886.89万元（转入前已计提坏账准备564.80万元）转入第二阶段，即按账龄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存在减值迹象的预

付款项6,023.36万元（转入前已计提坏账准2,278.56万元）转入第三阶段，即单项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相关预付账

款分类明细如下：

1、转入第二阶段的预付账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末坏账余额 用途 发生坏账原因 关联关系

1-2年(含2年） 99.85 15.38 预付货款 按账龄计提 否

2－3年（含3年） - - / / /

3年以上

396.38 396.38 预付货款

涉及诉讼预计无法收回，但该部分涉诉

金额有财产担保，故按账龄计提坏账

（注2）

否

390.66 390.66 预付货款 按账龄计提 是（注1）

合计 886.89 802.42 / / /

注1：关联方（INFONG(CAMBODIA)GARMENT� CO.LTD）系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柬埔寨的服

装生产加工工厂， 该笔款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因出口日本的加工订单支付给关联方的

预付款。现因该关联方资金周转问题，暂无法归还该笔预付款项。鉴于该预付款项支付年限较长，公司对关联方和

非关联方基于一致性、谨慎性原则，将其由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并对尚未退回部分的款项计提了信用

减值准备。

2、转入第三阶段的预付账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末坏账余

额

用途 发生坏账原因 关联关系

1-2年(含2年）

0.5 0.5 预付货款 催讨无果，预计无法收回 否

1,944.01 1,944.01 预付货款 涉及诉讼，预计无法收回（注2） 否

2－3年（含3年） 36.17 36.17 预付设备款 催讨无果，预计无法收回 否

3年以上

3,884.58 3,884.58 预付货款 涉及诉讼，预计无法收回（注2） 否

45.00 45.00 预付设备款 债务人破产，预计无法收回 否

113.10 113.10 预付货款

催讨无果或存在纠纷，预计无法收

回

否

合计 6,023.36 6,023.36 / / /

注2：“1-2年(含2年）”的1,994.01万元与“3年以上” 的3,884.58万元款项所涉及的诉讼案件，公司已于2020

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载的《申达

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涉诉应收款项单项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2）中进行披露。

问题六：2018年8月31日，公司披露公告称，拟向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筹借1.57亿元投资建设汽车纺织

内饰及声学技术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未披露相关进展。 请公司：补充说明相关研发中心拟研发的具体产品类型，

说明截至目前该项目的具体进展、后续建设计划，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公司汽车纺织内饰及声学技术研发中心（以下简称“研发中心”）主要研发应用于乘用车发动机舱、乘客舱、行

李箱的各类基于纤维的声学产品和饰件，以及外轮罩、底护板等饰件和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等。

自研发中心项目启动，公司前期对研发中心各项涉及和实验室需配备的各类设备均反复斟酌、审慎选型和比

价；截至2020年5月末，该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设前期的备案和报批事项、建设工程招标、监理招标、关键进口设备的

国际采购招标与合同签署工作，同时还完成了部分研发和测试设备、软件的选型和采购，目前正在办理施工许可

证、尚未发生研发投入；预计2020年下半年进场施工、2021年内完成各主要实验室的主体工程建设和主体设备的

安装调试。

鉴于对公司资金统筹安排、项目进度及预付款阶段融资成本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公司自有资金可满足研发中

心项目现阶段的资金需求（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投入724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项目的建设进度及资

金安排，并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研发中心项目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和正式进入研发运作时

间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20-044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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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股

东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亮先生的通知，获悉三位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办理了股份质押。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股）

陈遂仲 否 100,000 0.76% 0.03% 否 否

2020-6

-22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

支行

用于其

控制企

业融资

陈遂佰 否 2,800,000 37.87% 0.91% 否 否

肖亮 否 100,000 1.80% 0.03% 否 否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 （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冻结/拍卖

等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解

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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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亮

13,146,

666

4.29% 100,000 0.76% 0.03% 0 0.00% 0 0.00%

陈遂佰 7,393,506 2.41%

7,300,

000

98.74% 2.38% 0 0.00% 0 0.00%

陈遂仲 5,545,054 1.81%

4,600,

000

82.96% 1.50%

4,158,

790

90.41% 0 0.00%

肖明 2,263,503 0.74%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8,348,

729

9.24%

12,000,

000

42.33% 3.91%

4,158,

790

34.66% 0 0.00%

注1：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注2：陈遂仲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3、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亮先生所持股份并无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之情况。

二、相关风险提示

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亮先生资信状况良好，目前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陈遂仲先生、陈遂佰先生及肖亮先

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

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20200622）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20-043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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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股

东朱星河先生及胡恩雪女士的通知， 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朱星河 是

33,500,

000

49.59% 10.92%

部分为高

管锁定股

否

2020-0

6-22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中邮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置换

配偶

股票

质押

注：本次质押的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股，质押数量为1762万股。

2、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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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胡恩雪 是 39,229,852

2018-06-2

8

2020-06-2

3

中邮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89.81% 12.79%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 （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冻结/拍卖

等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解

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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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河

67,549,

281

22.03%

34,500,

000

51.07% 11.25%

17,620,

000

52.60%

34,041,

961

99.98%

胡恩雪

43,681,

069

14.24% 0 0.00% 0.00% 0 0.00%

32,760,

802

75.00%

朱光宇

15,333,

512

5.0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胡炳恒 6,000,000 1.96% 0 0.00% 0.00% 0 0.00% 0 0.00%

胡长清 2,138,890 0.7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胡恩莉 1,430,704 0.47%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36,133,

456

44.40%

34,500,

000

25.34% 11.25% 0 0.00%

66,810,

083

49.07%

注：朱星河先生、胡恩雪女士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二、备查文件

1、质押申请表及解除质押申请表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20200623）

3、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20200622）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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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3日、2020年5

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吉化工” ）在2020年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银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有效期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额度

议案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2020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0年6月23日，公司、双吉化工与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集支行（以下简称“沧州

银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0年保字第05290330号），公司为双吉化工与

沧州银行签订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20年借字第05290001号） 提供2,

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在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3、债权人：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集支行；

4、保证额度：2,000万元；

5、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实际费用；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21,349.45万元（包括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31%；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21,349.4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10.3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报备文件

1、《保证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038

证券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27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来那度胺胶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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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双鹭药业”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来那度胺胶囊” 的《药品补充

申请批件》，公司来那度胺胶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来那度胺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25mg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3.1类

药品生产企业：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70009

新药证书编号：国药证字H2017000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

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时修改说明书，适应症拓展为一线用药。

二、药品其他情况

公司来那度胺胶囊于2017年11月21日在国内率先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和新药证书。 来

那度胺为新一代口服免疫调节药物，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及免疫调

节作用，主要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MDS）等病症的治疗。来那度胺，

作为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重磅药物， 是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多发性骨髓瘤指南2018版

优先推荐用药，也是中国2017年多发性骨髓瘤诊疗指南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复发难治关

键药物。 2019年，来那度胺获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据报道，来那度胺胶囊原研药瑞复美2019年全球销售额达109.18亿美元。 根据2019年

国内样本医院抽样调查数据，公司来那度胺的市场占有率7.86%，新基公司为81.72%。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来那度胺胶囊通过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替代原研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

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产品未来生产及销售可能受到国家政策、 市场环境变化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集中招标采购可能会面临价格进一步下降的风险，但同时也会带来原研和同类产品替

代的巨大市场空间。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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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威腾” ）于2019年4月19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19年5月8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个锁定期于2020

年6月25日届满。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即2018年7月

至2018年11月期间公司回购股份9,049,353股中的3,210,000股。

2019�年 6�月 2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部分股份已于2019� 年 6� 月

21� 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名下，过

户数量 3,21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43%。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性过户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

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个月后可分期解锁， 锁定期最长

24个月。 其中，第一批解锁时点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

下之日起满12个月，可减持不超过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 第二批解锁时点为自

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24个月， 可减持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剩余50%的股票。

截至2020年6月25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锁定期届满，第一批股份解锁条件

达成，可解锁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即可解锁1,6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份锁定期于2020年6月25日届满， 第一批股份锁定期届满

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根据相关安排和市场情况，于锁定期届满后1年内选择减持不超过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总数的50%，即不超过1,6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

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

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当期员工持股

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

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3）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

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