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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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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智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智大控股” ）的通知，智大控股持有公司的部分限售流通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的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智大控股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智大控股 是 110,000 2018年10月29日 2019年5月10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12% 补充质押

智大控股 是 190,000 2018年10月30日 2019年5月10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20% 补充质押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关联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智大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95,176,4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30%；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累计被质押94,936,448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9.75%，占公司总股本的42.19%。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智大控股、实际控制人叶家豪先生及其关联人叶秀冬女士、叶洪孝先生、

叶国英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33,938,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53%，叶家豪先生、叶秀冬女士、叶洪

孝先生、叶国英先生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未被质押。本次补充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智大控股、实际控制人

叶家豪先生及其关联人叶秀冬女士、叶洪孝先生、叶国英先生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94,936,448股，占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0.88%，占公司总股本的42.19%。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

险，控股股东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购回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补充质押》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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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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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8年10月29日、10月30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确定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8年10月29日、10月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调整或变化，不存在影响公司

股票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它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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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合并持股5%以上的股东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减持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本次权益变动是属于按照股东前期预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的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泉华” ）于2018年10月29日收到合并持股5%

以上的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成都高特佳” ）及其一致

行动人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上海高特佳” ）出具的《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显示：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成都高特佳、上海高特佳于2018年07月12日至2018

年10月29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共计78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74%。本次权益变动后，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5,773,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113%，不再是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具体减持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成都高特佳

集中竞价 20180914 21.31 12,000 0.0100

集中竞价 20180918 20.62 8,000 0.0067

集中竞价 20180919 20.95 24,000 0.0200

集中竞价 20181023 18.33 149,000 0.1242

集中竞价 20181024 18.54 114,800 0.0957

集中竞价 20181025 17.90 143,300 0.1194

上海高特佳

集中竞价 20180914 21.31 9,000 0.0075

集中竞价 20180918 20.62 6,000 0.0050

集中竞价 20180919 20.95 18,000 0.0150

集中竞价 20181023 18.33 110,400 0.0920

集中竞价 20181024 18.54 87,000 0.0725

集中竞价 20181025 17.90 107,400 0.0895

合计 一一 一一 18.51 788,900 0.6574

注：上述比例合计数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减持的股份来源于京泉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和首次公开

发行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都高特

佳

合计持有股份 3,749,940 3.1250 3,298,840 2.749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749,940 3.1250 3,298,840 2.74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上海高特

佳

合计持有股份 2,812,500 2.3437 2,474,700 2.062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12,500 2.3437 2,474,700 2.06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6,562,440 5.4687 5,773,540 4.811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6,562,440 5.4687 5,773,540 4.81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本次权益变动前，成都高特佳、上海高特佳合计持有京泉华股份6,562,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8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京泉华股份5,773,540股， 占公司总股本

4.8113%。本次权益变动后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将不再是合计持有京泉华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的公司股东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

明书》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文件中曾做出的全部股份锁定等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1）自京泉华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成都高特佳、上海高特佳均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

人各自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京泉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京泉华科技回购该部分股

份。

（2）在满足上述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成都高特佳、上海高特佳将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在符合法律

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价且不低于京泉华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减持所持

股份，减持股份数量最高可达京泉华科技上市时承诺人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总额的100%。

前述锁定期满两年后若进行股份减持的，承诺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减持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3）成都高特佳、上海高特佳所持京泉华科技股份减持时，将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系统、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施。承诺人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日通知京泉华科技，并由京泉华科技在减持

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

整。

三、其他事项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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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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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

特佳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地参与证券市场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30日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京泉华

股票代码：002885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顺北街39号1楼

通讯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b1座13层1305室

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298号4号楼B209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438号古北财富中心2期1803B室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10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下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

权益变动报告书》（下称“《准则第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编写本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下称“报告书”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京泉华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动无需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不附加其他生效条件。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

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京泉华、公司 指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办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除非特指，均为人民币单位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数据可能会因四舍五入的原因而与相关单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成都高特佳基本情况

名称 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成都高新区天顺北街39号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高特佳银科祥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黄青）

注册资本 9,54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7227906X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及投资咨询业务；企业策划及管理咨询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服务）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

经营期限 2011-04-13至2020-04-12

主要合伙人或者发起人的姓名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出资29.41%，张江波6.54%，杜芝琼6.64%，曾韵冰5.23%，蔡英3.92%，庒卉3.92%，深圳市

融科投资有限公司3.92%，李婧3.27%，杜红霞3.27%，宁建强3.27%，刘娇3.27%，刘云昌3.27%，龙智勇

3.27%，陈遂凤3.27%，潘军丽3.27%，潘渭权3.27%，朱传荣3.27%，邹恢先3.27%，深圳市佳裕得投资商行

（有限合伙）3.27%，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0.65%，成都高特佳银科祥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5%

通讯方式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b1座13层1305室

（二）成都高特佳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居留

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黄青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中国 无

深圳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上海高特佳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高特佳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浦东新区莲振路298号4号楼B20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高特佳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孙佳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272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61932780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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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18-09-20至2020-9-20

主要合伙人或者发起人的姓名

田海林22.73%；王东榕11.36%；欧建成11.36%；韦晓明11.36%；李茂华6.82%；黄强5.68%；黄亚琴5.68%；周

蔷5.68%；万仁海5.68%；肖美香5.68%；顾宝娜5.68%；上海高特佳投资有限公司2.27%

通讯方式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438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2期18044A

（二）上海高特佳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居留

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孙佳林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中国 美国

上海高特佳执行事务合伙人， 兼任上海济

诺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罗益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属于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及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需要，按前期披露的减持计划进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于2018年7月6日通过京泉华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特定股东减持股份

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合并持有京泉华股份6,562,4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4687%）的股

东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京泉

华股份不超过2,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0000%），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京泉华股份总数的1%；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京泉华股份

不超过4,162,4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4687%），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京泉华

股份总数的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788,900股，在剩余减持期间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尚可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611,100股；以大宗

交易方式尚可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162,440股。若在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

事项，减持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少在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882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00万股。经深交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公告》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

简称“京泉华” ，股票代码“002885”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2,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将于2017年6月27日起上市

交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股本为8,000万股。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均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之一，分

别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2,500,000股、1,875,000股， 占公司上市时总股本比例的3.1250%、

2.3437%。

2018年6月12日，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成都高特佳持股数量由2,500,

000股增加至3,749,9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1250%；上海高特佳持股数量由1,875,000股增加至2,812,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3437%。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拥有的公司股份于2018年7月2日在深交所和中

国结算办理完毕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详见于2018年6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8-046）。）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自2018年07月12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减持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成都高特佳

集中竞价 20180914 21.31 12,000 0.0100

集中竞价 20180918 20.62 8,000 0.0067

集中竞价 20180919 20.95 24,000 0.0200

集中竞价 20181023 18.33 149,000 0.1242

集中竞价 20181024 18.54 114,800 0.0957

集中竞价 20181025 17.90 143,300 0.1194

上海高特佳

集中竞价 20180914 21.31 9,000 0.0075

集中竞价 20180918 20.62 6,000 0.0050

集中竞价 20180919 20.95 18,000 0.0150

集中竞价 20181023 18.33 110,400 0.0920

集中竞价 20181024 18.54 87,000 0.0725

集中竞价 20181025 17.90 107,400 0.0895

合计 一一 一一 18.51 788,900 0.6574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京泉华股份6,562,4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68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京泉华股份5,773,540股， 占公司总股本

4.8113%。本次权益变动后成都高特佳和上海高特佳将不再是合计持有京泉华5%以上股份的股东。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6个月内累计卖出京泉

华股票78.89万股，其中成都高特佳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6个月内累计卖出京泉华股票45.11万股，上海高特

佳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6个月内累计卖出京泉华股票33.78万股。详细信息参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

方式” 。

除本报告书上述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

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京泉华股票行为的其他情形发生。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规定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黄青（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成都高特佳）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一致行动人声明

孙佳林（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上海高特佳）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文件；

4、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置备地点

上述文件备置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辛广斌、曹文智

联系电话：0755-27040133；0755-29014723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月路325号京泉华工业园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京泉华 股票代码 00288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成都高新区天顺北街39号1楼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注册地

上海浦东新区莲振路 298号4号楼

B209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 6,562,440股

持股比例： 5.468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 票 种 类： 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减少)数量： 78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0.6574%

减持后持股数量： 5,773,540股，占公司总股本4.8113%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高特佳银科祥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 派 代 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黄 青

一致行动人：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高特佳投资有限公司

委 派 代 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孙佳林

签署日期： 2018�年 10�月 29�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陈洪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文剑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玉茹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979,373,167.56 2,416,316,892.49 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85,910,531.25 1,304,517,752.95 6.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3,957,810.31 76,244,388.82 141.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85,549,769.47 1,503,649,721.14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2,847,499.31 144,567,796.12 -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6,839,694.92 136,552,444.52 -2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91 15.56 减少6.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53 1.0241 -2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66 1.0241 -28.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7,763.18 34,155.1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33,424.5 17,074,717.9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5,219.54 9,909.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57,707.77 1,093,53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843.49 -1,103.58

所得税影响额 -928,363.97 -2,203,411.07

合计 5,120,155.43 16,007,804.3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2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洪凌 36,802,672 22.03 36,802,672 质押 7,938,000 境内自然人

张祖秋 18,963,676 11.35 18,963,676 质押 2,559,000 境内自然人

上汽杰思（山南）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150,944 7.27 0 无 其他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

司

7,000,000 4.1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2,994 2.40 0 无 其他

冯美来 3,592,662 2.1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欧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581,000 2.1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速必达电子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

3,078,838 1.8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洪泉 3,005,813 1.80 3,005,813 无 境内自然人

宋瑾 2,800,000 1.68 2,800,000 无 境外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汽杰思（山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150,944 人民币普通股 12,150,944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2,994 人民币普通股 4,002,994

冯美来 3,592,662 人民币普通股 3,592,662

上海欧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81,000

上海速必达电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3,078,838 人民币普通股 3,078,838

周微娜 2,641,509 人民币普通股 2,641,50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280,305 人民币普通股 2,280,305

深圳达仁星伟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1,793,611 人民币普通股 1,793,611

胡峻峰 1,723,950 人民币普通股 1,723,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陈洪凌、张祖秋和宋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且是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东中，宋瑾系陈洪凌之妻，陈洪泉系陈洪凌之弟；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85,549,769.47 1,503,649,721.14 12.10

营业成本 1,127,893,222.17 972,813,418.33 15.94

销售费用 125,263,291.18 99,008,473.34 26.52

管理费用 87,064,801.49 64,331,301.35 35.34

研发费用 108,836,626.15 90,590,057.79 20.14

财务费用 8,264,404.88 15,572,139.48 -4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957,810.31 76,244,388.82 141.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286,463.31 -337,787,429.10 -30.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09,161.89 584,207,598.59 -80.02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排气系统管件、气门嘴、TPMS构成，本期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排气系统管件、气门

嘴、TPMS三类产品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成本、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运费、仓储费、清关费等直接费用，股份支付等人力支出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股份支付等人力支出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研发投入（含股份支付）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汇兑收益、现金折扣增加所对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货款回笼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募集资金到位初期，理财较多，本期理财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发行新股，募集6.22亿元资金所致

2、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情况的说明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855,803,155.26 28.72 600,114,926.26 24.84 42.61

主要系融资保证金增

加

应收票据 171,469,377.44 5.76 128,821,933.87 5.33 33.11

主要系以银行汇票回

笼的货款增加

固定资产 551,547,731.31 18.51 477,855,225.94 19.78 15.42

主要系加大了生产设

备投入

短期借款 301,396,928.84 10.12 204,600,000.00 8.47 47.31

主要系增加了一年内

的流动资金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81,165,382.00 6.08 13,038,903.54 0.54 1289.42

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重分类到本项目

长期借款 267,524,368.26 8.98 172,813,375.83 7.15 54.81

主要系本期新增长期

贷款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洪凌

日期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97� � � �证券简称：保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4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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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0月19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这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变更后

的公司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见《独立董事关于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一项研发项目的议案》

公司与同济大学等机构就“智能空气悬架系统”课题，展开合作研发。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97� � � �证券简称：保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6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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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公司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8年6月15日， 财政部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附件1：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

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拟自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修订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该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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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更的具体内容：

1、原“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合并为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列报；

2、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 项目删除，余额在“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删除，余额在“固定资产” 项目列报；

4、原“工程物资”项目删除，余额“在建工程” 项目列报；

5、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合并为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列报；

6、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 项目删除，余额在“其他应付款” 项目列报；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反映公司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根据“管理费用” 科目

下的“研发费用”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两个明细项目，“利息费用” 反映公司

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该项目应根据“财务费用” 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利息收入”反映公司确认的利息收入，该项目应根据“财务费用” 科目的相关明

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此外还调整了利润表部分项目的列报位置。

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仅对财务

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根据财政部相

关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

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 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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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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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

在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5500号207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已于2018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

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寿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这次会

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在2018年半年度的实

际运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 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197� � � �公司简称：保隆科技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