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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852

证券简称：四会富仕 公告编号：

2020-035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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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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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277

证券简称：海联讯 公告编号：

2020-074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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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623

证券简称：捷捷微电 公告编号：

2020-109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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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0�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

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年 10�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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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848

证券简称：美瑞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32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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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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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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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243

证券简称：瑞丰高材 公告编号：

2020-078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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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已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389

证券简称：艾比森 公告编码：

2020-077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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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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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刊载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

*ST

环球 公告编号：临

-2020-163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账户及银行账户

被扣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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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作人员通过网上银行查询获悉

公司因涉及诉讼事项，于工商银行世博支行、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资金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扣划， 扣划合计金额为人民

币14,225,619.07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部分募集资金及银行账户资金被扣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法院扣划金额

（元）

法院扣划后账

户余额

（元）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世博支行 1001320629000034025 募集资金专户 7,832,091.43 0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行 31050182360000000854 募集资金专户 4,900.00 22.46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兴庆府支行

64050112320000000075 一般户 2,857.12 0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商银行南桥新城支

行

50131000644302177 一般户 44,410.78 0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世博支行 1001320619100005327 一般户 6,334,883.08 0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上海虹桥支行 8110201013900562078 一般户 6,476.66 0

合计 - - - 14,225,619.07 -

二、部分募集资金及银行账户资金被扣划的原因

由于公司未能按期偿还上海通允企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通允” ）向公司支付

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认购保证金人民币2,375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已于2020年4月28日终止），上海通允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导致上

述部分募集资金及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并向司法机关申请财产保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0年7月22日、2020年9月18日发布了《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银

行账户及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暨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37）、《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下属孙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及

新增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55）。

三、部分募集资金及银行账户资金被扣划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募集资金及银行账户资金被扣划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14,225,619.07元，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4%，金额较小，且上述被司法扣划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用途

为补充流动资金，故对公司影响较小。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缓解公司目

前流动资金紧张的现状。 公司亦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

*ST

环球 公告编号：临

-2020-16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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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李森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森柏先生因个人原因

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李森柏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

事会的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日，李森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森柏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期间

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李森柏先生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完成新任财务总监的选聘及任命工作。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385

证券简称：雪浪环境 公告编号：

2020-098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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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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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

2020-129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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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9日，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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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101

证券简称：振芯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7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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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

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22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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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已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895

证券简称：铜牛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08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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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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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