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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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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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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81,389,552.34 1,273,442,515.71 8.48%

营业利润

44,644,534.48 37,303,561.28 19.68%

利润总额

42,934,470.07 37,230,339.42 1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55,291.33 13,089,533.89 66.9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22 0.0732 66.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1.39% 1.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309,705,377.13 1,293,420,814.41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57,456,803.97 835,601,512.64 2.62%

股 本

178,806,000.00 178,80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4.7955 4.6732 2.62%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81,389,552.3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48%。营业收入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PMMA项目产能持续

释放，营业收入增长以及母公司超纤产品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4,644,534.4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8%；实现利润总额42,

934,470.0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855,291.33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66.97%。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一是公司于2018年中收购了控股子

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40%的少数股东股权，2018年下半年起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二是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利润较上年度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

度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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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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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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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99� �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2019-1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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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19年2月25日、26

日、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嘉裕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裕投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19年2月25日、26日、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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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嘉裕投资书面询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

司第一大股东嘉裕投资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 股份发

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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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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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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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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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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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099� �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2019-09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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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于2019年2月22日发出召开

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分别以发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据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公司七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了书面表决意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落实《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指引（试行）》的议案

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发布的《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指引（试

行）》要求，董事会同意修订《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并将其名

称修改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授权公司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高级管理人员）牵头负责洗钱风险管理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分支机构设置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证券市场和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情况， 决定分公司

和证券营业部设立、收购、撤销、变更等相关事项并办理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销采购办公室，将其原有

工作职能并入总经理办公室； 合并国际业务部和战略发展部， 合并后的部门名称为国际业务

部。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2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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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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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08,872,837.97 590,941,789.18 3.03%

营业利润

132,771,469.70 130,784,444.19 1.52%

利润总额

130,547,126.89 129,090,728.28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140,420.12 109,223,296.76 4.5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8 0.46 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5.44%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436,616,468.08 2,413,265,935.43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070,570,833.04 2,052,579,498.85 0.88%

股本

239,991,649.00 239,991,64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8.65 8.55 1.17%

注：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报告内，公司实施完成股份回购计划，累计回购股份5,511,754股。上表所列本报告期

“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均考虑了回购股份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总收入60,887.28万元，较上年增长3.03%；实现

营业利润13,277.15万元， 较上年增长1.5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14.04万

元，较上年增长4.50%。2018年末，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243,661.65万元，较期初增加0.9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07,057.08万元，较期初增加0.88%。

报告期内，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下游行业投资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公司新签合

同额、营业收入及利润均实现了一定的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公司近年所布局的智慧工业、智

慧能源、智慧城市产业进一步落地，同时得益于公司滨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全面投运，公司经营

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0.00%～20.0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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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快报审计报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55� � �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9-012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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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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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304,026,335.16 1,171,553,611.20 96.66%

营业利润

-166,165,733.14 130,171,055.87 -227.65%

利润总额

-157,499,746.43 129,225,477.69 -22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1,134,046.36 97,104,399.33 -255.6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887 0.157 -22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21% 4.11%

减少了

4.152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611,653,439.24 6,689,449,311.26 1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762,533,624.27 3,169,356,443.31 18.72%

股 本

842,271,055.00 718,144,151.00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4.4671 4.4133 1.22%

注：财务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余热锅炉、 大型及特种材质压力容器和核承压设备的装备制造销

售；固废、废水等污染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光伏电站运营及 EPC�业务。

2018年度，受惠于装备制造行业复苏，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强化经营管理，公司装备制造业

发展态势良好，故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2018年度，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公司另外两块业务所涉此前收购的企业（张

家港市格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业绩均未达预期，计提了9.58亿

元商誉减值准备。同时考虑本次商誉减值、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事项扣除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

响， 合计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3.48亿元（未经审计）。因

此，公司2018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相关指标大幅下降。

2.�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6.66%，主要系公司装备制造业稳定增长，另外，

此前收购的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报告期内并表，导致营业收入增长。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了227.65%、221.88%、255.64%及220.19%， 主要系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详见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公告》（2019-01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14,663.09万元至19,631.43万元。

公司本次披露的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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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58� � �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2019-005号

债券代码：128040� � �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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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522,689,101.48 1,369,098,128.17 11.22%

营业利润

42,494,826.40 55,411,734.02 -23.31%

利润总额

41,259,719.01 54,369,167.29 -2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63,260.76 42,063,816.23 -17.8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6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0% 7.33% -1.4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511,206,474.29 1,213,385,293.14 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36,341,498.50 580,320,006.22 9.65%

股本

（

股

）

210,003,262.00 21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3.03 2.76 9.78%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522,689,101.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2%；实现营业利润42,494,826.4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31%；实现利润总额41,259,719.01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63,260.76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17.83%。公司营业收入取得较快增长，而相关利润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

完成相关建设项目，固定资产增加致计提折旧增加；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计提利息致财

务成本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11,206,474.29元，较期初增长24.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636,341,498.50元，较期初增长9.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03元，较

期初增长9.78%。公司总资产增加主要系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0.00%至0.0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944.47万元至4206.38万元，本次

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相符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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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52� � �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9-016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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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1月 29� 日召开了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

案》及相关议案，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 并于2018年12月2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30�日、2018年12月13日、2018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63号）、《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4号）、《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67号）

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

指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事实

发生之日，应当及时发布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9年2月27日， 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达到65,066,6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0%，成交最高价为10.95元/股，成交最低价为9.18元/股，成交金

额为627,293,163.22元。本次回购符合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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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于2018年12月29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受理，公司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于2019年

2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226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并按反馈意见要求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182266号）的回复》。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后

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9-009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组停复牌情况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因筹划重大投资事项，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8年2月5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发布了

进展情况，具体情况请详见：《关于重大投资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重大投

资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018年2月23日，经公司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筹划中的重大投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为避免股价波动，切实维护

投资者利益，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美盛文化， 证券代码：

002699）自2018年2月26日起继续停牌，具体情况请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0）。

公司于2018年3月5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2018年4月4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4）。2018年4月1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5月

3日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2018年6月5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继续停牌， 并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5）。2018年6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1）。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2日起开始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但由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较为复杂，标的公司属于境外上市公司，涉及的相关事项多、规模大，标的资产

的尽职调查等工作量庞大，具体方案尚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将抓紧时间，尽早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二、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JAKKS� Pacific,� Inc.（以下简称“JAKKS” 或目标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公司；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NASDAQ:JAKK）

注册地址：2951� 28th� Street�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USA

董事会主席 ：Stephen� G.� Berman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儿童玩具及其他消费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营销和分销。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29,169,913股

关联关系：JAKKS系美盛文化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文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美

盛” ）的参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小强先生担任其董事。

1、标的资产概况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度

应收账款总额

84,108.92 93,084.25 120,425.63

资产总额

235,823.18 241,993.44 322,086.99

负债总额

200,296.42 180,236.76 228,298.75

净资产

35,526.76 61,756.68 93,788.24

营业收入

390,568.11 400,618.99 470,095.91

净利润

-29,142.83 -54,289.40 830.95

注： 数据来源为JAKKS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 其中2016和2017年相关数据由美国BDO审

计，尚未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进行调整。2018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公告日，JAKKS前10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

姓名 实益拥有的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1

香港美盛

5,239,538 17.96%

2 Dr. Patrick Soon-Shiong 2,500,676 8.57%

3 Stephen G. Berman 2,198,889 7.54%

4 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LLC 2,104,200 7.21%

5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US) 1,572,340 5.39%

6 Dimensional Fund Advisers,L.P. 1,194,563 4.10%

7 Oasis Management Company Ltd 1,098,906 3.77%

8 Staley Capital Advisers,lnc. 1,075,600 3.69%

9 Daiwa Asset Management Co.,Ltd. 1,021,034 3.50%

10 The Vanguard Group,lnc. 944,303 3.24%

注：上表中实益拥有的股份数量数据由JAKKS提供。

3、标的公司未来业绩预测

据标的公司2019年2月26日披露的公告文件显示， 标的公司向有关债权人做出的预测是：

标的公司2019年度预测的营业收入（Projected� Net� Sales）为59,750万美元，预测的调整后的息

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Projected� Adjusted� EBITDA） 为2,710万美元，2020年度预测的营业收入

（Projected� Net� Sales） 为64,200万美元， 预测的调整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Projected�

Adjusted� EBITDA）为4,590万美元。此次财务预测仅基于标的公司对当期预期的估计和假设，

并不是未来业绩的保证，可能涉及预测偏差的风险。

（二）本次交易目的

公司出于文化产业生态化战略的考虑，意向进一步加大对JAKKS的投资，通过双方密切、

融洽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业务特点和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双方业务

与服务的延伸和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JAKKS完全稀释基础上51%的普通股，同

时获得与股权比例相对应的董事会席位。

（三）交易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美盛以5,000万美元现金认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JAKKS增发的普通股股票，交易完成后将合计持有JAKKS完全稀释基础上51%的普通股。同时，

香港美盛将获得一项认股权证， 授予其在一定条件下购买一定数量JAKKS普通股以保持对

JAKKS的所有权比例。

（四）目前重组工作的具体进展

1、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

2、交易对方已成立特别委员会对本次交易进行研究、评估。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标的公司以及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多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

多方谈判的讨论结果，各方已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主要内容达成了一致。且JAKKS于当地

时间2019年2月26日对本次资产重组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披露。为保障国内投资者的知情权及

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公司根据JAKKS� 2019年2月26日对外披露的文件，对本次资产重组中双方

意见达成一致的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A.香港美盛将新投入5,000万美元货币资金，取得JAKKS新发行的普通股，资本重组完成后

至少占JAKKS完全稀释基础上51%的普通股。 在资本重组完成日，JAKKS应向香港美盛发行认

股权证（“美盛权证” ）。美盛权证在股票拆分，股票股利，股票合并等事项时将进行反稀释调

整。 同时， 美盛权证应提供反稀释保护， 以允许香港美盛在以下普通股股票发行时保持对

JAKKS的所有权比例。

B.�对于JAKKS于2014年6月9日签订的2020年到期的利率为4.875%可转换优先票据协议债

务，预计将与该等可转换优先票据持有人进行交换要约（Exchange� Offer），将其持有的可转换

优先票据， 按比例转为将在资本重组交易完成日获得的新担保票据和新认股权证（New�

Warrants）。

新担保票据的本金总额等于参与转换的可转换票据本金总额加上截至重组交易完成日所

有应计及未付利息，期限5年，2024年到期。现金利息年利率为8%，以及PIK（Payable� in� kind，非

现金）利息年利率为2.5%；新认股权证名义价格行权后将可获得占行权后普通股总数15%的普

通股股份，且新认股权证可提供在特定情形下的反稀释保护。

C.对于JAKKS于2017年11月7日和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2020年到期的利率为3.25%的持有

人为Oasis� Investments� II� Master� Fund� Ltd的可转换优先票据协议债务（Oasis� Notes），在资本

重组交易完成日，需要对原约定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Oasis� Notes成为New� Oasis� Notes。修

订内容包括：将Oasis� Notes的到期日更改至2024年；增加PIK（Payable� in� kind，非现金）利息年

利率为2.75%。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标的公司签订或执行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包括任何承诺函、

条款清单或类似协议），以上内容为谈判各方磋商的最新结果。

4、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编制信息披露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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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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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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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本公司股份18,631,62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07%）的股东的基金管理

人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厚蔚然” ）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320,000股 （占总股本比例

1.08%）。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收到基金管理人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厚蔚然” ）管理的磐厚蔚然-PHC大

宗3号基金（以下简称“大宗3号基金” ）和磐厚蔚然-PHC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631,627股（占总股本比例6.07%），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

例

（

%

）

股份来源

磐厚蔚然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磐厚蔚然

－

PHC

大宗

3

号基金

11,525,400 3.76

大宗交易

磐厚蔚然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磐厚蔚然

－

PHC

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

7,106,227 2.32

非公开发行

合计

18,631,627 6.07

备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概述

1、减持原因：基金投资退出。

2、减持股份来源：大宗3号基金通过大宗交易买入的股份。

3、减持股东名称：大宗3号基金。

4、减持数量及比例 ：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3,320,000股，即不超过恒大高新总股本比例的

1.08%。

5、减持股份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恒大高新股份总数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恒大高新股份总数

的2%。

6、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

7、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8、若计划减持期间恒大高新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

量、股份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与股份相关的承诺与履行情况

磐厚蔚然在2017年认购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时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为：“本公

司管理的磐厚蔚然-PHC基金通过本次发行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不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以

及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或转让上述股份的收益权；也不会协助磐厚蔚然-PHC基金认购人

转让相关基金份额或以其他方式退出磐厚蔚然-PHC基金。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

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锁定期与上述股份相同。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公司

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公司承诺磐厚蔚然-PHC基金不转让

上述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磐厚蔚然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承诺，磐厚蔚然-PHC互联网金融产业

投资基金所持有的7,106,227股股份已于2017年6月21日发行上市并由公司办理了股份锁定。

除上述承诺外，磐厚蔚然无其他尚未到期的股份锁定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磐厚蔚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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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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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