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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6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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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协和” ）持有宝

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宝胜股份” ）股份114,772,805股，占宝胜股份总股

本的8.3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新疆协和出于自身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及对外投资的资金需要， 拟通过上交所系统计划以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所持宝胜股份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38,140,986股，即不超过宝胜股

份总股本的3%，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协和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14,772,805 8.37%

非公开发行取得：114,772,

8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出于自身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及对外投资的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有的股份（包括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且自股份解除

限售之日起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得超过其持有股份数量的50%；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拟在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拟减持数量和比例：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713,662股,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4,427,324股,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有增发、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6、拟减持的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确定。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新疆协和认购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1月27日。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东均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

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0-064

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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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集团” ）持有公司457,177,69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8.49%，截至本公告日止，宝泰隆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322,520,000股，

占宝泰隆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70.55%，占公司总股本的20.10%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接到控股股东宝泰隆集团书面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无

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黑龙江宝

泰隆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0,000,

000

否 否

2020年

10月13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黑龙江省鑫正

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

2.19 0.62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10,000,

000

- - - - - 2.19 0.62 -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为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借款人民币4,000万元，由黑

龙江省鑫正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正担保公司” ）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宝泰隆集

团以其持有公司1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鑫正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控股股东宝泰隆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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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黑龙江宝

泰隆集团

有限公司

457,177,

693

28.49

312,520,

000

322,520,

000

70.55 20.10 0 0 0 0

合计

457,177,

693

28.49

312,520,

000

322,520,

000

70.55 20.10 0 0 0 0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及对应融资余额

股东名称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

额（万元）

质押登记日 质押期限

黑龙江宝泰

隆集团有限

公司

50,000,000 10.94 3.12 8,000 2020年3月9日 12个月

66,000,000 14.44 4.11 10,000 2020年5月13日 12个月

17,000,000 3.72 1.06 3,000 2020年6月30日 12个月

52,000,000 11.37 3.24 9,000 2020年9月24日 12个月

合计 185,000,000 40.47 11.53 30,000 - -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宝泰隆集团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主要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公司销售收入，目前公司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控股股东宝泰隆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

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对控股股东宝泰隆集团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三、公司股东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本次宝泰隆集团股份质押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若公司股份波动到预警线时，宝泰隆集团将采取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上述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60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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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其他

（1）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2,436.60万元–6,436.60万元 盈利：3,728.0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7元/股–0.17元/股 盈利：0.12元/股

（2）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8,000万元–12,000万元 盈利：8,047.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4元/股–0.36元/股 盈利：0.2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说明

受疫情影响，合同延迟导致收入延缓。 公司有策略地收缩了部分低价值或非战略的集成类业务，

集中资源聚焦AI物联网产品的研发，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

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

2020-100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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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 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基本持平

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37.41%-44.14%

盈利：1485.86万元

盈利830.00万元-930.00万元

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第三季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32.40%-58.09%

盈利：398.51万元

盈利：530.00万元-630.00万元

预计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

人民币140.00-170.00万元。

二、 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客户复工复产较晚，第一季度销售收入下降幅度

较大，公司业务自第二季度恢复，销售收入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同比均实现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说明》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

603528

股票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61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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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多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伦科技”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0

月14日（T+1日）主持了多伦科技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多伦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67419

末“6”位数 104724，604724，535513

末“7”位数 3402933，8402933

末“8”位数 29839289

末“9”位数 975012540，346507352

凡参与多伦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112,4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多伦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79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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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1）2020年1月1日—9月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4,200万元–5,400万元 盈利：10,419.9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8.18%-59.6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27元/股–0.163元/股 盈利：0.419元/股

（2）2020年7月1日—9月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600万元–3,350万元 盈利：4,140.7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9.10%-37.2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6元/股–0.097元/股 盈利：0.16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非洲猪瘟等市场因素影响，维生素VB2、VB6市场行情低迷，行

业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处于市场周期的低价格水平，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滑，毛利率同

比下降，导致净利润的波动幅度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20-038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文广投资解散并股权划

转暨控股股东部分持股方式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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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3日，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或“公司” ）接到控股股

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或“SMG”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上海文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文广投资” ）持有东方明珠85,970,800股股票，

占总股本2.5178%。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作为文广投资的有限合

伙人，持有文广投资15.53%的财产份额，相应通过文广投资间接持有公司19,918,902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0.5834%。

因文广投资存续期届满， 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文广投资将其所持东方明珠股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

直接划转至各合伙人的股票账户。

2020年10月13日， 文广投资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非交易过户方式

向控股股东划转了东方明珠19,918,902股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对该部分股票由间接持股方式变更为

直接持股方式。

前述划转完成后，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合计所持东方明珠的股票数量未发生变化，直接持有东方

明珠的股票数量由1,549,911,529股增加至1,569,830,431股， 对东方明珠的表决权比例由45.39%

增加至45.9754%。

文广投资解散前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原始出资 原始持股比例

持有东方明珠股票数

（截至分配时）

持股比例（截至分

配时）

与SMG的关联关

系

海通创意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10 0.0031% 4,008 0.0047% SMG持股18.75%

上海文化传播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

49690 15.5281% 19,918,902 23.1694% -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40000 12.5000% 0 0.0000%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2.5000% 0 0.0000% 无

安信乾宏投资有限

公司

40000 12.5000% 16,034,536 18.6511% 无

上海鼎晖嘉溥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40000 12.5000% 16,034,536 18.6511% 无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1000 9.6875% 3,751,450 4.3636% 无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00 9.3750% 12,025,902 13.9884%

SMG是该基金LP，

持股11.8%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 9.3750% 12,025,902 13.9884% 无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

限公司

12000 3.7500% 4,810,361 5.5953% 无

天津诚柏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300 2.2813% 1,365,203 1.5880% 无

总计 320000 100% 85,970,800 100%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备查文件：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持有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证券代码：

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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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上市公司指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SH600637）。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指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东方明珠集团指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600832）。

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换股吸收合并之换股程序、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及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等重组交割事项（详见2015年6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吸收合并涉及的东方明珠集团资产过户（商标、对外股权投资及

土地房屋过户）的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1、商标过户进展情况

东方明珠集团名下的商标转让至上市公司，该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2、对外股权投资过户情况

东方明珠集团持有的对外股权投资过户至上市公司，该项工作已全部办理完毕。

3、土地房屋过户进展情况

东方明珠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共9宗，总面积为137,934平方米；拥有房屋所有权共9处，建筑面积

共计6,814.46平方米。截至目前，东方明珠集团原拥有的位于长宁区新华路街道71街坊35/2丘

1

的土地

使用权属已变更至上市公司，其余土地及房屋的承继过户手续在持续推进中。

1

沪房地长字（

2011

）第

006551

号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推进上述资产过户工作，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6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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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2、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489.19万元–5,226.70万元

盈利：3,206.5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00%�-�63.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股–0.12元/股 盈利：0.07元/股

（2） 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507.17万元–2,244.68万元

盈利：2,324.09万元

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35.15%�-�-3.4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元/股–0.05元/股 盈利：0.05元/股

二、 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来自于参股公司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收到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同期增加等因素引起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7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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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基于资产

归集需要，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义乌棒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棒

杰置业” ）。

2、审批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授权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二）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棒杰置业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义乌棒杰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JY7NM9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经济开发区中心区B-3地块

法定代表人：陶士青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13日

营业期限：2020年10月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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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三、 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投资合同。

四、 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拟以所持有的除库存股外的全部资产、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深圳市华付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付信息” ）全体股东持有的华付信息51%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以下简

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本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将用于归集置出资产中位于义乌市经济开发

区中心区B-3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权证编号：义乌国用（2014）第003-10972号)及在建工程。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简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程序，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要系为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而进行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相关部门批准， 能否取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

取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义乌棒杰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

*ST

金正 公告编号：

2020-076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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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0�年 1�月 1�日-9�月 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30,000.00万元–40,000.00万元 盈利：48,536.2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61.81%�-182.4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元/股–0.12元/股 盈利：0.15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3,151.90万元-43,151.90�万元 盈利：5,612.7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90.65%-868.82%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元/股–0.13元/股 盈利：0.02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复合肥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公司营业收入未达预期，为提高营业收入，公司对部分产品进行

降价销售，毛利率有所下降，导致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润较同期下滑幅度较大，业绩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预计， 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

*ST

金正 公告编号：

2020-075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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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和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累计被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468043874股， 占其所持公司比例的85.85%，占

公司总股本的44.68%，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

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相关情况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本次轮候冻结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轮候冻结时

间

轮候冻结机关

万连步 是 592743874 100% 18.04%

2020-10-

1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万连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万连步 592743874 18.04% 592743874 100% 18.04%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117274529 34.00% 875300000 78.34% 26.64%

合计 1710018403 52.04% 1468043874 85.85% 44.68%

三、其他事项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公司及万连

步先生均未收到与本次新增轮候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2、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质押业务违约本金金额为254,776.58万元，实际

控制人万连步股权质押业务违约本金金额为30,000.00万元。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万连步

担保违约金额9,074.76万元。 因贷款合同担保事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对万连步进行了

诉讼，并申请冻结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因股权质押业务违约，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对临沂金正大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万连步进行了诉讼，申请冻结所质押相关股票，法院裁定可对临沂金正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相关股票进行司法拍卖处置。 因股权质押业务违约，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万连步进行

了诉讼，轮候冻结其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法院裁定可对其相关股票进行司法拍卖处置。

3、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4、万连步先生本次新增轮候冻结事项，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 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万连步先生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司法处

置，则公司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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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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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2020年1-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500.00万元至4,000.00万元

盈利：5,043.7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49.57%至-179.3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29元/股至-0.0526元/股 盈利：0.0822元/股

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0年第三季度 (2020年7-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7-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132.51万元至1,632.51万元

盈利：1,515.2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8.74%至-207.7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17元/股至-0.0215元/股 盈利：0.024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整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相较去年基本持平，产品毛利

率较去年同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第一，报告期内，受“新冠” 疫情影响，

高毛利率的海外业务实施受阻，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 公司子公司浙江瑞弗机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弗机电” ）按订单金额计约有一半左右的业务为向海外整车厂提供自动化产线，由于海外项

目的竞争较国内项目竞争相对和缓，故海外项目的毛利率通常显著高于国内项目。2018年、2019年，瑞

弗机电合并口径的毛利率分别为31.8%、30.3%。 2020年上半年，海外数国“新冠” 疫情的恶化及持续

导致瑞弗机电报告期内的海外项目均无法实施及结转收入，高毛利项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随着国

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海外疫情的逐步缓解，海外项目的实施及收入结转正渐渐恢复正常，相关收入、

效益在三季报有所体现，经营业绩有一定的回暖。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有海外项目未确认收入在

执行订单约3.15亿元，2020年1-9月，公司新签海外项目1亿元左右，2020年7-9月，公司收入构成中来

自海外项目的比例约为10.08%，较2020年上半年有一定的提高。目前仍在跟进中的海外项目有特斯拉

美国、麦格纳、福特、宝马等整车厂及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自动化产线项目。 第二，房地产业务的剥离

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 公司上年同期的收入构成中仍有房地产业务板块收入，上年同期

房地产业务板块毛利率55.5%，远高于智能制造业务板块，公司已于上年二季度完成房地产板块的控

制权剥离，本报告期不再包括房地产业务板块。 第三，受下游汽车行业波动影响，2019年签订的部分国

内订单毛利率出现下降，导致该部分项目在报告期内结转收入对应的毛利率下降。 此外，报告期内受

“新冠” 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部分项目验收和收入确认时点延后，导致延迟项目成

本增加，对应项目毛利率下降。 随着报告期内汽车行业的回暖，下游客户资本性支出的意愿增加，报告

期内新签订单的毛利率逐步恢复到正常区间，因毛利率下降带来的对利润的影响将逐步消除。

2、2018年起，为应对汽车行业的低迷，公司主动积极进行战略和研发方向的调整，加大研发投入，

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AI+ROBOT” ），不断探索机器人与AI、5G、视觉、医疗领域的技术结合与产

业应用，布局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在军工领域的技术探索，进一步推动工业智能化、医疗智能化领域的

技术开发。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1,516万元。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投入研发的项目采血穿刺机

器人和工业AI软件项目都已获得众多外部投资机构的认可及资金支持， 两个项目均有望在年内实现

独立化运行。

3、公司上年同期剥离了房地产业务板块，产生约1,300万的投资收益。

4、预计本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2,732万元，主要

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等。 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约为3,579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0年前三季度报告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