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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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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223,8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666%，实际可上市

流通的数量为4,012,6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283%。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为2名。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伟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号]的批复，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丰光电” 或“公司” ）向王伟权，彭小玲等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深圳市玲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涛光电”或“标的公司” ）85%的股权，同

时向龚伟斌、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海通定增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发行股份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发行数量为3,370.0437万股，于2016年2

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票承诺

（一）股票锁定承诺

1、王伟权和彭小玲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后，王伟权、彭小玲在标的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以及盈

利预测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并履行完当年度的补偿义务后（如有），可分别转让不超过其

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额25%的扣减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的股份。

3、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后，王伟权、彭小玲在标的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以及盈

利预测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并履行完当年度的补偿义务后（如有），可分别累计转让不超

过其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额50%的股份扣减累计股份补偿后的股份。

4、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后，王伟权、彭小玲在标的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盈利预

测承诺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并履行完当年度的补偿义务后（如有），可分别

累计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额75%的股份扣减累计股份补偿后的股份。

5、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后，王伟权和彭小玲可累计转让其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

额100%的股份扣减累计股份补偿后的股份。

6、若中国证监会或其它监管机构对王伟权、彭小玲本次交易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要

求，王伟权、彭小玲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其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且无需再次

提交瑞丰光电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业绩承诺

根据瑞丰光电与王伟权、彭小玲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 玲涛光电2015、2016、2017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业绩目

标， 其中：2015年业绩目标为不低于2,700万元、2016年业绩目标为不低于3,000万元、2015年至

2017年三年合计不低于9,000万元；若在业绩承诺期内玲涛光电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数未达到承诺数，则由王伟权、彭小玲按照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规定的方式对瑞

丰光电进行补偿。

同时，交易对方王伟权、彭小玲承诺：

1、应收账款余额的控制

若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玲涛光电经审计的应收账款余额占玲涛光电2017年度销售收入

的比例超过玲涛光电2013年度、2014年度应收账款余额占各年度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加权平均

数，瑞丰光电将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进行核实。

2、存货余额的控制

（1）当玲涛光电2017年度销售收入不超过2.2亿元时，若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玲涛光电

经审计的存货余额占2017年度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23%， 或者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玲涛光

电经审计的产成品金额占存货金额比例超过60%的，则超出部分金额由交易对方王伟权、彭小

玲以成本价格收购瑞丰光电指定的玲涛光电的存货，王伟权、彭小玲就此责任相互之间承担

连带责任；

（2）当玲涛光电2017年度销售收入超过2.2亿元时，若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玲涛光电经

审计的存货余额超过按以下标准计算的金额（2.2亿元×23%+（2017年度经审计的销售收入

-2.2亿元）×15%），或者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玲涛光电经审计的产成品金额占存货金额比

例超过60%的，则超出部分金额由交易对方王伟权、彭小玲以成本价格收购瑞丰光电指定的玲

涛光电存货，王伟权、彭小玲就此责任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三）补偿金额计算

年度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范围

当年应补偿的金额

2015

年 小于

2,700

万元

补偿金额

=(2,700

万元

-2015

年扣非后净利润

)÷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9,000

万元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20,000

万元

2016

年 小于

3,000

万元

补偿金额

=(3,000

万元

-2016

年扣非后净利润

)÷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9,000

万元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20,000

万元

2017

年

2015

年至

2017

年累计小于

9,000

万元

补偿金额

=(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9,000

万元

-2015

年至

2017

年累计扣非后净利润

)

÷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9,000

万元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20,000

万元

-2015

年至

2016

年累计已补偿金额

在每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四）减值测试及补偿

2017年度结束后，瑞丰光电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如拟购买

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王伟权、彭小玲应

向瑞丰光电另行补偿，需补偿的金额=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

（五）补偿方式

王伟权、彭小玲应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补偿股份数量不得超

过上市公司本次向王伟权、彭小玲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股份补偿计算

公式为：股份补偿数量=当年应补偿的金额÷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

若在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补偿股票数相

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分配股票股利比例）；若在承诺期内

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配的，应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无偿返还给上市公司，计算公

式：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

如股份不足以补偿部分，则由王伟权、彭小玲以连带责任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 现金补偿

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现金金额=（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发行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和因减值测试而发生的补偿合计金额

不超过16,000万元（本次交易对价金额扣除相关税费），计算公式：补偿合计金额=已补偿股

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

三、承诺完成情况

（一）按照业务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实现情况

项目 行次 按照业务合同约定的到期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实际实现数

1 51.18%

业绩承诺数

2 〈=40.39%

差额

3=1-2 10.79%

（二）按照业务合同约定的存货余额控制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按照业务合同约定的存货余额情况

实际存货余额数

1 6,287.76

业绩承诺存货余额

2 5,327.68

差额

3=1-2 960.08

（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净利润 非经常性损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5

年实现金额

2,933.50 66.04 2,867.46

2016

年实现金额

3,152.42 -48.52 3,200.94

2017

年实现金额

2,677.73 76.35 2,601.38

承诺金额

-- -- 9,000.00

未实现承诺金额

-- -- 330.22

注：上表数据取自玲涛光电2015年、2016年、2017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四）玲涛光电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玲涛光电资产经中水致远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中水致

远评咨字[2018]第090001号估值报告，评估价值为29,466.55万元，未存在减值。

四、玲涛光电经营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的补偿

根据公司与王伟权、彭小玲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玲涛光电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

数的公式计算公式为：

2017年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2015年至2017

年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

行价格一已补偿股份数。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公司定向回购玲涛光电王伟权、彭小玲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赔偿总

额为7,338,200.00元，折成股份808,172股，具体细明如下表：

序号 业绩承诺方

收购前持有玲涛光电股权比

例

补偿比例 补偿金额

（

元

）

每股发行价格

(

元

/

股

)

回购股份数量

（

股

）

1

王伟权

80.75% 95% 6,971,290 9.08 767,763

2

彭小玲

4.25% 5% 366,910 9.08 40,409

合计

85% 100% 7,338,200 808,172

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 以公司当时的总股本276,079,611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15213股。 公司在实施完毕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手续后，办理回购注销相关股东股份补偿手续。 据此，前述权益分派后，王伟权、彭小玲合

计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为1,617,573股，具体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

权益分派实施前应回购股份

数量

（

股

）

权益分派每

10

股转增数量

（

股

）

权益分派实施变动数量

（

股

）

权益分派实施后应回购股份

数量

（

股

）

1

王伟权

767,763 10.01521 768,931 1,536,694

2

彭小玲

40,409 10.01521 40,470 80,879

合计

808,172 10.01521 809,401 1,617,573

公司以1元的总价回购王伟权、彭小玲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上述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5月29日完成。 详情请查看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刊载的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0）。

五、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根据有关规定以及王伟权、彭小玲签署的股份锁定承诺，王伟权、彭小玲在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获得的股份分四期解除限售，本次为第三期解除限售。

第一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后，王伟权、彭小玲在标的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以

及盈利预测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并履行完当年度的补偿义务后（如有），可分别转让不超

过其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额25%的扣减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的股份。

2015年，玲涛光电完成业绩承诺，因此计算公式为：其解除限售数量=其非公开发行获得

的股数×25%

王伟权第一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11,090,308×25%=2,772,577(股)

彭小玲第一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583,700×25%=� 145,925� (股)

第二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后，王伟权、彭小玲在标的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以

及盈利预测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并履行完当年度的补偿义务后（如有），可分别累计转让

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额50%的股份扣减累计股份补偿后的股份。

2016年，玲涛光电完成业绩承诺，因此计算公式为：其解除限售数量=其非公开发行获得

的股数×25%

王伟权第二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11,090,308×25%=2,772,577(股)

彭小玲第二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583,700×25%=� 145,925� (股)

第三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后，王伟权、彭小玲在标的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盈利预测承诺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并履行完当年度的补偿义务后（如有），

可分别累计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发行股份总额75%的股份扣减累计股份补偿后的股份。

2017年，玲涛光电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定向回购王伟权、彭

小玲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的总股

本276,079,61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15213股。 公司在实施完毕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手续后办理回购注销相关股东股份补偿手续。 因此，计算公式为：本

期解除限售数量=其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数×转增比例×25%-业绩补偿注销股数。

王伟权第三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11,090,308×2.0015213×25%-1,536,694=4,012,678�

(股)

彭小玲第三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583,700×2.0015213×25%-80,879=� 211,193� (股)

六、相关股东是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公司是否违法违规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

违规担保的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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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223,87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666%，实际可上市

流通的数量为4,012,6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283%。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为2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

王伟权

9,562,050 4,012,678 0.7283% 4,012,678 0.7283%

2

彭小玲

503,265 211,193 0.0383% 0 -

合计

10,065,315 4,223,871 0.7666% 4,012,678 0.7283%

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彭小玲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941,498�股（其中首发后限售股503,

265股，高管锁定股438,233股）。 彭小玲于2019年4月24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故本次解除

限售的211,193股将直接计入高管锁定股。本次解除限售后彭小玲持有公司股份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 0�股。

八、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资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

股

）

解除限售后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137,552,946 4,012,678 133,540,268 24.24%

高管锁定股

111,270,946 211,193 111,482,139 20.23%

首发后限售股

10,065,315 4,223,871 5,841,444 1.0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216,685 16,216,685 2.94%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3,408,702 4,012,678 417,421,380 75.76%

三

、

总股本

550,961,648 550,961,648 100.00%

注：上表“股权激励限售股”中有16,216,685股尚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中。

九、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 ）就公司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

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长江保荐对瑞丰光电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89� � �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9-050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

监管局出具的浙证监公司字〔2019〕83号《监管关注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监管关注函内容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你公司与陈鹏于2015年8月签署的《投资协议》，结合标的资产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拓” ）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已实现的业绩情

况， 北京联拓未完成业绩承诺。 陈鹏应将持有的上市公司309.77万股减持所得补偿给上市公

司，将其持有的全部北京联拓19.18%股权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截至目前，业绩补偿方陈鹏已

将持有的上市公司309.77万股减持所得补偿给上市公司， 但未向上市公司无偿转让北京联拓

19.18%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我局提请你公司积极采取措施，督促陈鹏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切实保障你公司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关注函之日起2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告，并在7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说明目前已采取的措施及未来的具体计

划。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司字〔2019〕83号）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9� �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9-051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因与陈鹏合同纠纷向临海市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9年6月14日， 临海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件并向本公司出具了

（2019）浙1082民初第440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及《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二、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临海市人民法院

(二)�受理地点：临海市

(三)�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临海市前江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谢建勇

被告：陈鹏

男，1976年生，住浙江省临海市

第三人：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左安门外南方庄1号

法定代表人：陈霄毅

第三人：陈霄毅

女，1981年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第三人：北京众志成城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左安门外南方庄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鹏

(四)�诉讼原因、依据

公司与陈鹏等各方于2015年8月签署的《投资协议》，结合标的资产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拓” ）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已实现的业绩情

况，北京联拓未完成业绩承诺。 各方于2019年4月签署《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陈鹏应将

持有的公司309.77万股减持所得补偿给上市公司， 并将其持有的全部北京联拓19.18%股权无

偿转让给公司。

截至目前，陈鹏已将其持有的公司309.77万股减持所得补偿给了公司，但一直未向公司无

偿转让其持有的北京联拓19.18%股权，已违反协议约定。

(五)�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9.18%股份无偿转让给原告，并

变更至原告名下，各第三人予以配合。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 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就本次讼诉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书》

2、《受理案件通知书》

3、《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9� � � �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19-052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73号文核准，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38.00元，共计募集资金228,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6,421.55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298号）。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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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相关开户银行及保荐机

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公司截至目前各个募集账户相关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

注

1】 37015836129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1993010104005788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330016661350590033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

注

2】 120702112920033973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81060158000000072

宁波强邦户外休闲用品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39543001040006126

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

【

注

3】 81107010153001508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

【

注

4】 110918758610101

注：注1、注2、注3及注4即为本次注销完成的账户。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履行义务。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的议案》，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 进行归集募集资金。 鉴于上述专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账号

370158361298） 内的募集资金金额已全部转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账号

19930101040057888）；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1207021129200339732）资

金均为代管北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拓” ）理财资金，已到期转至

北 京 联 拓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和 平 里 支 行 （账 号

8110701015300150800）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账号110918758610101）已转

至北京联拓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日常经营；专户余额均为0元。

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

里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招商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

补充协议相应终止。

公司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专户的归集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885� � �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2019-033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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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 或“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九元航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元航空” ）2019年5月份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一）新增国内外主要航线

2019年5月

九元航空新增以下定期航线：

新增乌鲁木齐一伊宁往返航线（每周4班）

（二）运力情况

指标

2019

年

5

月 同比增长 当年累计 同比增长

运力

可用吨公里

（ATK）(

万吨公里

) 38,496.94 25.99% 189,457.00 20.45%

国内

32,155.68 23.30% 156,680.18 19.62%

国际

5,592.03 40.10% 29,050.71 22.10%

地区

749.23 54.58% 3,726.11 48.28%

可用座位公里

（ASK）(

万人公里

)

336,362.42 19.58% 1,671,848.47 15.54%

国内

283,847.48 18.17% 1,389,578.09 15.32%

国际

47,018.85 27.94% 253,215.44 15.41%

地区

5,496.09 26.40% 29,054.94 27.98%

可用货运吨公里

(AFTK)(

万吨公里

)

8,223.13 56.98% 38,986.69 44.09%

国内

6,608.39 48.13% 31,614.90 40.26%

国际

1,360.16 98.87% 6,260.62 54.73%

地区

254.58 172.72% 1,111.17 136.55%

载运量

收入吨公里

(RTK)

(

万吨公里

)

27,391.95 21.89% 133,627.68 16.26%

国内

23,227.68 19.30% 112,180.03 15.56%

国际

3,687.30 38.46% 19,097.45 18.45%

地区

476.97 40.69% 2,350.20 34.62%

收入客公里

(RPK)(

万人公里

)

288,075.24 20.81% 1,425,860.84 15.22%

国内

244,755.69 19.11% 1,192,912.60 15.06%

国际

38,723.08 31.98% 208,882.13 14.89%

地区

4,596.47 26.96% 24,066.11 27.32%

收入货运吨公里

(RFTK)(

万吨公里

)

1,749.79 43.41% 7,614.84 33.45%

国内

1,415.85 26.13% 6,495.83 23.51%

国际

266.06 229.32% 893.34 143.98%

地区

67.88 303.81% 225.67 180.13%

乘客人数

（

千人次

） 1,887.04 25.51% 9,004.54 18.86%

国内

1,662.74 24.31% 7,863.78 18.10%

国际

189.68 35.70% 966.22 24.17%

地区

34.62 32.49% 174.54 25.71%

货物及邮件数量

（

吨

） 10,470.56 42.63% 45,802.60 33.37%

国内

9,003.36 32.35% 40,655.26 27.75%

国际

869.12 119.72% 3,261.14 77.12%

地区

598.08 319.53% 1,886.20 178.30%

载运率

客座率

85.64% 0.87% 85.29% -0.23%

国内

86.23% 0.68% 85.85% -0.19%

国际

82.36% 2.52% 82.49% -0.38%

地区

83.63% 0.37% 82.83% -0.43%

货物及邮件载运率

21.28% -2.01% 19.53% -1.56%

国内

21.43% -3.73% 20.55% -2.78%

国际

19.56% 7.75% 14.27% 5.22%

地区

26.66% 8.65% 20.31% 3.16%

综合载运率

71.15% -2.40% 70.53% -2.55%

国内

72.24% -2.42% 71.60% -2.51%

国际

65.94% -0.78% 65.74% -2.02%

地区

63.66% -6.28% 63.07% -6.40%

注：上述相关指标含义如下：

（一）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收费载运的可用收费载运吨位。

（二）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可出售座位数。

（三）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四）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吨位量。

（五）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六）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七）客座率：指实际完成的收入客公里与可用座位公里之比。

（八）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收入货运吨公里与可用货运吨公里之比。

（九）综合载运率：指运输飞行所完成的运输总周转量与可提供吨公里之比。

（三）本月公司引进及退役的飞机型号和数量

本月公司及九元航空引进飞机0架，退役飞机0架。

截至2019年5月31日， 本公司运营68架A320系列飞机 （其中27架为A321机型），4架波音

787系列飞机。 本公司子公司九元航空实际运营18架飞机，均为波音737系列飞机。

（四）机队规模

单位：架

引进方式 飞机型号 数量

自购

A320

系列

18

自购

B787

系列

4

融资租赁

A320

系列

6

经营租赁

A320

系列

44

自购

B737

系列

1

融资租赁

B737

系列

2

经营租赁

B737

系列

15

合计 一

90

以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603885� � � �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2019-034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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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9年6月14日

对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

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9-054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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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6月14日在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11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全体监事、部分高管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郭信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到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最终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申请贷款，贷款金额5000万元，期限6

个月。 公司针对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9-055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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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 或“公司” ）于2019年6月14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同意

抵押部分土地、房产向银行申请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6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 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以部分自有土地、房产为抵押，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申请贷款，贷款金额5000万元，期限6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资产抵押申请银行贷

款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序号 项目 权证号 面积

/m2

1

房产 京

（2016）

开发区不动产权第

0016148

号

9289.66

2

房产 京

（2016）

开发区不动产权第

0016142

号

9505.85

3

土地 京海国用

(2014

出

)

第

00157

号

12753.9

4

房产

2016

规

(

海

)

建字

0044

号

34816.96

截至2019年3月31日，上述拟用于抵押的自有资产的账面净值合计31,939.67万元。 北京首

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上述1、2项资产进行了评估， 评估值合

计23,653.00万元。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07月03日为基准日对公司上述

3、4项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值合计17,479.00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以上房产、土地不存在其他抵押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自有土地、房产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融资需求，贷款为公司生产

经营所需，该抵押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9-056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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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公司《召开二○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相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

体情况如下：

1、召集人：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6月14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侯红梅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1人，代表股份289,851,81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898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587,39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788％。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东共1人）,� 代表股份289,

264,4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819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587,3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88％。

（3）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彭林、李盖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公司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终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326,7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8％；反对525,09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062％；反对525,09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39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彭林、李盖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