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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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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337,7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83%。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8名。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年 3月 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屠方魁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6 号）核准，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猛狮科技” ）向屠方魁发行 13,818,345股股份、向陈爱素

发行 12,883,771 股股份、向张成华发行 8,900,705 股股份、向深圳金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穗投资” ）发行 3,916,310 股股份、向北京中世融川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世融川” ）发行 3,178,823 股股份、向深圳市力瑞投资有限公司（已更

名为深圳市力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瑞公司” ）发行 2,848,225 股股份、向杜宣发

行 2,536,701股股份、向深圳市百富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富通” ）发行 979,078 股股

份、向张妮发行 489,539 股股份、向邱华英发行 316,420 股股份、向黄劲松发行 252,335 股股

份、向刘玉发行 240,319 股股份、向饶光黔发行 212,282 股股份、向周文华发行 212,282 股股

份、向廖焱琳发行 200,266股股份、向张婷婷发行 168,22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16年 2月 15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股份的登记手续，上述股份已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本次共计发行新股数量为 51,153,624股，公司总股本由 277,534,400 股增加

至 328,688,024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力瑞公司、邱华英、黄劲松、刘玉、饶光黔、周文华、廖焱

琳、张婷婷，其已出具的承诺如下：

（一）注入资产权属的承诺

1、 本企业 /本人已经依法向华力特缴纳注册资本， 享有作为华力特股东的一切股东权

益，有权依法处分本企业 /本人持有的华力特股权。

2、在本企业 /本人将所持华力特的股份过户至猛狮科技名下之前，本企业 / 本人所持有

华力特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益。

3、在本企业 /本人将所持华力特的股份过户至猛狮科技名下之前，本企业 / 本人所持有

华力特的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或者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4、在本企业 /本人将所持华力特的股份过户至猛狮科技名下之前，本企业 / 本人所持有

华力特的股份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类似安排持有华力特股份的情形。

5、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企业 / 本人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不存在任何阻碍本企业 / 本人

转让所持华力特股份的限制性条款。

（二）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人 / 本企业就本次发行认购取得的猛狮科技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期限届满后，本人 /本企业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股

份按照以下次序分批解锁（包括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之日，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中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2）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之日，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中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3）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可转让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全部上市公

司股份。

本次发行取得的猛狮科技的股份包括锁定期内本人 / 本企业因猛狮科技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猛狮科技股份。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本人 / 本企业上述承诺的锁

定期的，本人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在本人 / 本单位作为猛狮科技的股东期间，将保证与猛狮科技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

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1、关于人员独立性

（1）保证猛狮科技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

本人控制的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人控

制的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保证猛狮科技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控制的 / 本

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2）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于猛狮科技的

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

2、关于资产独立、完整性

（1）保证猛狮科技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资产全部处于猛狮科技的控制之下，并为猛

狮科技独立拥有和运营。

（2）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有

猛狮科技的资金、资产；不以猛狮科技的资产为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

担保。

3、关于财务独立性

（1）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猛狮科技及下属子

公司共用一个银行帐户。

（2）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法干预猛狮科技的

资金使用调度。

（3）不干涉猛狮科技依法独立纳税。

4、关于机构独立性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与猛狮科技之间不产生机构

混同的情形，不影响猛狮科技的机构独立性。

5、关于业务独立性

（1）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独立于猛狮科技的业务。

（2）保证本人 / 本单位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干涉猛狮科技的业务活动，本单位

不超越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猛狮科技的决策和经营。

（3） 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

方式从事与猛狮科技相竞争的业务。

（4） 保证尽量减少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与猛狮科技的

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程序。

（四）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截至本函出具之日，除华力特及其子公司外，本人 / 本单位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未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合经营）、投资与猛

狮科技、华力特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企业。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 /本单位持有猛狮科技股票期间，本人 /本单位承诺本人 /本单

位及本人 / 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猛狮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会投资任何与猛狮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如本人 / 本单位及本人 / 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拟进

一步拓展现有业务范围，与猛狮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 / 本单位

保证将采取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方式， 或者采取将竞争的业务纳入猛狮科技的方式，

或者采取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 使本人 / 本单位及本人 /

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猛狮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3、如本人 /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猛狮科技造成损失的，取得的经营利润无偿归猛狮

科技所有。

（五）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企业 /本人作为猛狮科技的股东期间，本企业 / 本人及本企业 /

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猛狮科技及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

猛狮科技股东的地位谋求与猛狮科技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

用自身作为猛狮科技股东的地位谋求与猛狮科技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企业 /本人及本企业 / 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与猛狮科技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猛狮科技章程等有关规定，遵循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

原则，依法订立协议，办理有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以与市场价

格相比显失公平的价格损害猛狮科技的合法权益。

2、确保本企业 / 本人不发生占用猛狮科技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猛狮科技向本人 /

本企业及本人 /本企业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确保本企业 /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猛狮科技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人 / 本企业与猛狮科技的关联交易进行

表决时，依法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上述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2月 2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网站上的《广东猛狮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方出具承

诺事项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各股东均不存在业绩承诺，对业绩补偿亦不承

担任何连带责任。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各股东

对公司不存在其他承诺。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

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3月 1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3,337,7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8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8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占总股份

的比例

本次解限后仍有限售股份

数量

1 力瑞公司 2,136,170 2,136,170 0.3765% 0

2 邱华英 237,315 237,315 0.0418% 0

3 黄劲松 189,252 189,252 0.0333% 0

4 刘玉 180,240 180,240 0.0318% 0

5 饶光黔 159,212 159,212 0.0281% 0

6 周文华 159,212 159,212 0.0281% 0

7 廖焱琳 150,200 150,200 0.0265% 0

8 张婷婷 126,169 126,169 0.0222% 0

合 计 3,337,770 3,337,770 0.5883%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形。

5、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7,177,101 29.47% -3,337,770 163,839,331 28.88%

高管锁定股 32,125,575 5.67% 0 32,125,575 5.67%

首发后限售股 135,051,526 23.80% -3,337,770 131,713,756 23.2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197,288 70.53% 3,337,770 403,535,058 71.12%

三、总股本 567,374,389 100.00% 0 567,374,389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2、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3、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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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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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1月 24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和片区 2017 年第一批公建配

套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具体详见

2019年 1月 2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确

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成员，以下简称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为中和片区 2017 年第一批公

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目的中标人。

近日，倍特建安与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

设）正式签订了《中和片区 2017 年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根

据合同约定，倍特建安承担 174,772,389.66元（暂定）的施工工作。 由于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

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

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4、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5、法定代表人：任正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2384847A

8、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地产、科技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房地产综合

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建设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监理、代办拆迁、投资咨询及管理。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投建设为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10、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11、履约能力：高投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等。

1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18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66,282,513.40 3,309,228,242.39

负债总额 3,310,486,758.85 2,967,116,021.78

净资产 355,795,754.55 342,112,220.61

2018年 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901,534.09 178,404,220.59

净利润 13,683,533.94 10,350,421.76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栾汉忠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

水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

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

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的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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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李纯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商业、仓储、

粮食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幕墙、轻型

钢结构工程设计；城乡规划设计、旅游规划设计；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办公服

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停车场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租赁业；物业管理；职业技能培

训；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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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688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省建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中和片区 2017年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

（二）工程地点：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幼儿园、小学的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等。

（四）合同工期：600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为 174,772,389.66元。

（六）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

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易价格经公开招

标程序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

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成都市高新区中和片区的重

大建设施工项目，符合公司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展规划。 本合同如果顺利执行

完毕，预计将对公司 2019年及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对

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高投建设累计已发生各

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万元。

七、合同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

等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二）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

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中和片区 2017年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9-15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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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及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1月 23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西部园区 2017 年第一批公建配

套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9）（具体详见

2019年 1月 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确

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成员，以下简称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为西部园区 2017� 年第一批

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的中标人。

近日，倍特建安与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

设）正式签订了《西部园区 2017�年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根

据合同约定，倍特建安承担 358,545,656.17元（暂定）的施工工作。 由于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

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

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关联方）

1、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4、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号

5、法定代表人：任正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32384847A

8、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地产、科技地产开发建设和经营、房地产综合

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建设项目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监理、代办拆迁、投资咨询及管理。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投建设为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10、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高投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11、履约能力：高投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12、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近三年主要业务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等。

1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18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66,282,513.40 3,309,228,242.39

负债总额 3,310,486,758.85 2,967,116,021.78

净资产 355,795,754.55 342,112,220.61

2018年 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901,534.09 178,404,220.59

净利润 13,683,533.94 10,350,421.76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栾汉忠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

水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

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备、电器、卫

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的施工（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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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李纯

（2）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商业、仓储、

粮食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建筑幕墙、轻型

钢结构工程设计；城乡规划设计、旅游规划设计；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办公服

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停车场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租赁业；物业管理；职业技能培

训；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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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688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6）履约能力：省建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西部园区 2017�年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

（二）工程地点：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

（三）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幼儿园、中小学的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

等。

（四）合同工期：720个日历天

（五）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为 358,545,656.17元。

（六）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

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易价格经公开招

标程序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

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的重大

建设施工项目，符合公司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展规划。 本合同如果顺利执行完

毕， 预计将对公司 2019年及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但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对

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除今日公告的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高投建设累计已发生各

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万元。

七、合同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变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

等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现情况。

（二）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

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西部园区 2017�年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33�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19-020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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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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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37,589,302.30 3,961,364,315.34 19.59%

营业利润 152,530,306.91 154,110,439.89 -1.03%

利润总额 155,591,867.59 154,961,832.52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694,406.27 124,209,997.49 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2 0.226 7.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5.52% 0.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193,626,540.20 3,507,331,935.46 1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43,601,855.24 2,306,004,723.92 1.63%

股 本 553,121,280.00 553,121,28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24 4.1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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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37,589,302.3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59%，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主业电线电缆板块产品销量增

长稳定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694,406.2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原因分析如下：

（1）主业电线电缆板块。 主业电线电缆板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增长 26.2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产品销售增长稳定，同时公司内部推

进生产工艺改进，加强成本管控，电线电缆板块产品毛利额较去年同期增长所致。

（2）新能源汽车板块。 新能源汽车板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亏损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3,375,815.58元。

（3） 冷链物流板块。 冷链物流板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亏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10,

505,394.06元， 主要系云冷智慧冷链物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开始试营

业，2018 年尚处于建设及营运前期，且未达到销售收入确认条件，而相应的开业前期费用发

生额较大所致。

2、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39.03%。报告期末总资产 4,193,626,540.2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57%，主要系存货及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幅较大所致。 报告期末负债总

额 1,636,709,910.32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5.34%，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 335,730,000.00 元

及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幅较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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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91� � �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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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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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29,891.69 401,862,745.72 3.67%

营业利润 18,772,846.27 18,575,150.24 1.06%

利润总额 17,028,251.95 17,316,092.14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91,854.19 9,277,417.10 5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1.08% 0.6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74,649,985.17 970,136,579.14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76,357,699.74 861,195,491.93 1.76%

股 本 340,000,000.00 200,00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58 4.31 -40.14%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2、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实施了 2017 年年度权益分配（其中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股），按上述股本变动情况重新列报了 2017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41,662.99 万元， 较上年增长

3.67%， 其中合并主营业务收入 35,122.95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2.17%； 全年实现营业利润 1,

877.28万元，较上年增长 1.06%；利润总额为 1,702.83 万元，较上年减少 1.6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59.19万元，较上年增长 57.2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较多，主要原因是煤炭行业形势持

续良好，同时公司加大营销力度，销售业绩同比增长；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

原因是本报告期安全生产费增加，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且 2018年度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力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是递延所得税费用同比

减少所致。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总资产 107,465.00 万元， 比期初增长

1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7,635.77万元，比期初增长 1.7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58 元，比期初减少 40.14%，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实施了 2017 年年

度权益分配（其中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股本变化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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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9-011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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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追溯后)

上年同期

(追溯前)

增减变动幅度(追溯

后)

增减变动幅度(追溯

前)

营业总收入 197,613.37 155,088.74 100,537.26 27.42% 96.56%

营业利润 26,455.65 11,942.49 8,309.42 121.53% 218.38%

利润总额 26,559.05 12,278.63 8,596.52 116.30% 20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23.63 5,778.74 5,716.94 208.43% 211.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4 0.08 0.1 200.00% 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03% 3.36% 3.33% 2.67% 2.7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追溯

后)

上年同期

(追溯前)

增减变动幅度(追溯

后)

增减变动幅度(追溯

前)

总资产 571,676.86 506,782.46 263,208.91 12.81% 1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93,352.64 290,041.91 175,012.42 1.14% 67.62%

股本（万股） 75,635.43 55,408.90 55,408.90 36.50% 3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股）

3.88 3.83 3.16 1.31% 22.78%

注 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018年 12月完成了日发捷航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捷航投资” ）股权的收购，因捷航投资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在编制

2018 年末的比较报表时，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以上表格系根据追溯前、追溯后

的 2017年财务报表数据填列。

注 2:2018年 12月完成了捷航投资的股权交割， 股本由 55,408.90万股变为 75,635.43 万

股。 为此，以交割后的股数 75,635.43万股为基础计算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97,613.37 万元，追溯前同比增长 96.56%，追溯后同比

增长 27.42%；营业利润 26,455.65 万元，追溯前同比增长 218.38%，追溯后同比增长 121.53%；

实现利润总额 26,559.05万元，追溯前同比增长 208.95%，追溯后同比增长 116.30%；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23.63 万元， 追溯前同比增长 211.77%， 追溯后同比增长

208.43%；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4元，追溯前同比增 140.00%，追溯后同比增长 200.00%。 公司

营业利润增长原因主要为：（1）公司控股子公司捷航投资的财务数据并入；（2）尽管国内经

济形势复杂多变，公司得益于细分市场的精耕细作，轴承磨超自动线、航空装备业务板块都

有一定幅度的上涨；（3）意大利MCM公司经营稳中有升，营业利润较为稳定。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总额为 571,676.8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93,352.64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8年 10月 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上发布的《2018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

告全文》中预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30%

至 50%。 在不并入日发捷航财务数据的情况下，日发精机净利润为 7,803.52 万元，同比增长

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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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98� � � �证券简称：博实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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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776,133.65 788,072,861.21 16.33%

营业利润 186,307,996.12 141,440,933.06 31.72%

利润总额 184,371,941.42 139,777,866.83 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641,194.63 129,544,194.99 4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65 0.1900 4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3% 6.95% 上升 2.1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442,838,433.68 2,649,336,573.98 2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64,809,438.47 1,927,943,118.08 7.10%

股 本 681,700,000.00 681,7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3 2.83 7.07%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主要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16,776,133.65 元，同比上升 16.33%；实现营业利润

186,307,996.12元，同比上升 31.72%；实现利润总额 184,371,941.42 元，同比上升 31.9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641,194.63元，同比上升 40.22%。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业务多点发力。 公司智能成套装备领域快速增长，产品服务稳定增长，带动

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装备领域产品及服务、节能减排环保领域业务

新承接项目储备亦大幅增长，为 2019年度业务快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蓄势待发。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上表项目中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增减变

动幅度均达 30%以上，主要原因系公司智能装备产品、产品服务收入均实现较好增长，且公司

传统产品毛利率水平提升；公司在报告期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当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

同期减少等因素共同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变动幅度为 +25%至 +55%，变动区间为：16,193.02 万元至 20,079.35 万元。 公司 2018 年度

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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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8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由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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