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四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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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肖俊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卫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德
松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378,549,171.35

1,342,161,905.63

2.71%

913,079,203.44

894,974,025.11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第三季度报告

营业收入（元）

331,211,424.53

8.71%

904,006,139.96

1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949,037.59

-0.90%

34,709,347.49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641,354.24

5.93%

25,102,413.89

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696,499.75

44.11%

55,099,265.17

7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6

-2.71%

0.2613

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6

-2.71%

0.2613

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

-0.07%

3.83%

0.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
9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106,544,227.2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7,913,626.30

增减额

45,468,915.03

应收款项融资

14,272,832.14

255,008,780.51

429,772,802.83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其他非流动资产

说明

-1,927,625.73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短期借款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77,695.07

主要系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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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409,811.65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
收益。

主要系客户取消订单支付的违约
577,721.92
金。

177,976,873.77

-209,539,865.48

-82.17%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将购买的理财列示于交易性金融
资产， 上年期末列示于其他流动资
产。

14,272,832.14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将应收票据在期后已背书贴现或
拟背书贴现的金额放在应收款项融
资列示。

90,962,432.45

26.85%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能源用高频变压
器产业基地竣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1,344.22

-641,344.22

10,106,012.51

6,774,429.24

3,331,583.27

49.18%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设备款与期初
相比增加。

106,958,500.00

158,998,250.00

-52,039,750.00

-32.73%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偿还了银行短
期借款。

498,200.00

-498,2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美元远期结汇外汇
合约已赎回。

5,991,268.51

4,598,167.31

76.75%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的增加 导
致。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7.68

合计

9,606,933.60

15,805

其他应付款

--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库存股

28,230,608.56

11,628,028.09

384,383.13

1,237,011.14

-852,628.01

-68.93%

主要系本报告期日本伊戈尔偿还 了
一年内到期的借款。

144,553.27

-144,553.27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日本伊戈尔偿还 了
长期借款。

23,440,122.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实施 限制性股票计
划，增发限制性股票导致。

23,440,122.00

其他综合收益

570,413.70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
表项目

主要系本报告期增发了限制性股票，
242.78%
确认回购义务2344万元。

39,858,636.65

长期借款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589,435.8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629,011.63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伊戈尔沐 磁
搬迁，原办公及研发场地的租赁和装
-100.00%
修费用未摊销部分在本报告期全部
计入费用。

30,689.11

2019年
1-9月

539,724.59

2018年
1-9月

增减额

40,352,980.78

13,710,141.51

1758.68% 主要系本报告期汇率变动较大导致。
增减率

管理费用

54,063,122.29

财务费用

2,477,884.77

-75,192.43

2,553,077.20

其中：利息费用

5,107,295.68

3,341,047.05

1,766,248.63

52.87%

主要系本报告期平均借款余额比 去
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356,004.59

1,102,096.61

-746,092.02

-67.70%

主要系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 银
行存款余额减少导致。

其他收益

6,177,695.07

9,507,647.57

-3,329,952.50

-35.02%

主要系本报告期政府 补助比上年同
期相比减少导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5,740,089.88

2,905,088.58

2,835,001.30

97.59%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的收益 增
加导致。

-3395.39%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息费用增加导致。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佛山市麦 格 斯 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有限公司

44.67%

60,089,750

贵州英威 企 业管
境内非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15.40%

20,721,700

0

正安县凯 诺 特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管理有限公司

3.21%

4,322,501

0

张泽学

境内自然人

2.36%

3,180,400

0

邓国锐

境外自然人

2.28%

3,061,028

中国工商银 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
其他
方大数据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19%

1,594,100

深圳市鹏 峰 创 智
投 资 管 理 企 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0.88%

1,177,119

0

高秀娟

境内自然人

0.27%

368,800

0

张志勇

境内自然人

0.18%

239,200

0

佘新明

境内自然人

0.18%

239,0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60,089,750 质押

9,130,000

股东名称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
-” 号填列）

-6,241,305.29

-961,539.97

-5,279,765.32

营业外收入

664,660.93

8,735.48

655,925.45

7508.75%

主要系本报告期客户 取消订单支付
的违约金。

营业外支出

2,014,564.73

563,043.68

1,451,521.05

257.80%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增加。

2,784,921

55,099,265.17

32,366,403.83

22,732,861.34

70.24%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850,154.74

-416,281,203.70

364,431,048.96

-87.54%

主要系本报告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大
于去年同期。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568,044.54

-62,102,210.29

7,534,165.75

-12.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发行限制性股票，收
到的股份认购款2344万元导致。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20,7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21,700

正安县凯诺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322,501 人民币普通股

4,322,501

张泽学

3,1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0,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4,100

深圳市鹏峰创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1,177,119 人民币普通股

1,177,119

高秀娟

3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68,800

邓国锐

276,107 人民币普通股

276,107

张志勇

23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200

佘新明

2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000

周玲玲

2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1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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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1、股东张泽学持有贵州英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6.14%的股权。2、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明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股东高秀娟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68,800股无限售股票。 股东佘新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说明（如有）
239,000股无限售股票。股东周玲玲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01,100股无限售股票。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200488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B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出金额
金额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76,000,
000.00

349,916.95

349,916.95

118,000,000.00

133,000,
000.00

2,224,
186.62

76,349,
募集资金
916.95

其他

101,307,
152.00

319,804.82

319,804.82

176,600,000.00

150,222,
848.00

2,793,
063.14

101,626,
自有资金
956.82

合计

177,307,
152.00

669,721.77

669,721.77

294,600,000.00

283,222,
848.00

5,017,
249.76

177,976,
873.77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证券代码：000488

主要系本报告期美国客户SIMKAR向
当地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公司对其应
549.09%
收帐款和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约573万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贵州英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报告期人员增加、平均工资
水平上涨，计提管理人员绩效奖金以
33.98% 及公司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人才培
养项目、智慧园区场地改造等项目导
致费用增加。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5,220

9,6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3,480

10,130.72

0

28,700

19,730.72

0

合计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19-093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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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
10月22日10:00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4楼1号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肖俊承主持召开。通知于2019年10月17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与会董事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 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
会计准则和财会 【2019】16号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
表。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明确意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及独立意
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与会董事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19-094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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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0
月22日14:00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4楼1号会议室现场
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7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李敬民主持召开，3名监事全部出席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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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与会监事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通过。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19-095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单位：万元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报告期募投项目建设投入，
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导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将购买的理财产品列示于交易性
100.00%
金融资产，上年期末列示于其他流动
资产。

338,810,370.3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应交税费

增减率
-32.53%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公告编号：2019-096
证券代码：002922

-51,369,399.07

177,976,873.77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证券简称：伊戈尔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 适用 □ 不适用

长期待摊费用

项目

证券代码：002922

√ 适用 □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本报告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4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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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伊戈尔” ）于2019年10月22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事项属于公司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
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和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 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
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修订通知》规定的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其余未变更部
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具体变更内容：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 “应收票据” 、“应收账
款” 、“
应收款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
原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
个行项目。
原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
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原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
列）” 。
将原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
列）” 。
原合并利润表中“
投资收益” 项目下增加“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 项目。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原合并利润表删除“
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
专项储备” 项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
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实施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16号的要求，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
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公告编号：2019-117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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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04,608,200股， 实际出席本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

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72人， 代表有表决权928,411,7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9634%。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会” ）的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9月7日、2019年9月17日、2019年10月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内上市股份股东（代理人）共65人，代表股份126,846,426股，占
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3671%。

com.cn)；且已于2019年9月9日、2019年9月17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
hk）。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56,
862,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00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1,549,682股，

二、会议召开情况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33%。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0月2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
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10月23日9:30一11:30，13:00一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9年10月22日15:00一2019年10月23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 胡长青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证券简称：*ST天马

A股股东 （代理人）22人， 代表股份453,546,327股， 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27.1598%。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证券代码：002122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 （代理人）48人， 代表股份286,382,547股， 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40.5420%。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 （代理人）2人， 代表股份188,482,874股， 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35.6769%。

公告编号：2019-1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后所附《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普通决议案二项
1、关于控股股股东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赞成
序
号

2、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份
数

一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
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股数

总计：

118,841,200

2、律师姓名：石鑫、周雪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总计：

928,411,748

六、备查文件

关于变更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2.00 审 计 机 构
的议案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99.5249% 564,601

83,081,825 99.3250%

股数

0.4751% -

564,601 0.6750%

7,542,741 93.0359% 564,601

占该议
案有表
决权股
东所持
股份比
例

0.0000%
- 0.0000%

6.9641%

- 0.0000%

75,664,984

100.0000
%

- 0.0000%

- 0.0000%

35,068,874

100.0000
%

- 0.0000%

- 0.0000%

927,869,246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126,846,426
B股）

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118,276,599

其中：中小投资者（A股、
83,646,426
关 于 控 股 B股）
股东延期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8,107,342
1.00 增 持 公 司
股份的议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75,664,984
案
35,068,874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股数

弃权
占该议
案有表
决权股
东所持
股份比
例

普通决议案二项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反对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其中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及胡长青先生对该项议案已回避
表决。

证券代码：002717

手续）；竞买成功后，竞买人（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理相关手续。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
上述委托手续应于2019年10月30日17时前向法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明，资格经法院确认后方
能进行委托。
8、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1亿元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竞买
人在对拍卖标的物第一次确认出价竞拍前，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1亿元，系统会
自动锁定该笔款项。拍卖成交的，本标的物竞得者（以下称买受人）锁定的保证金将自动转
入法院指定账户，其他竞买人的保证金在拍卖后即时释放。拍卖未成交的（即流拍的），竞买
人的保证金在拍卖活动结束后即时释放，保证金锁定期间不计利息。
9、拍卖成交后，拍卖尾款应在2019年11月22日前缴清，可通过银行付款或者支付宝网上
支付， 缴清拍卖剩余价款后买受人须凭付款凭证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于十五日内到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地址：杭州市马塍路5号）领取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拍卖款收款收据
等。。
二、特别说明
1、成都天马90%股权因第一次无人出价而流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八条规定“
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可以酌情降低保留
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百分之二十” 的规定，法院依法酌情调减起拍
价至9.234亿元，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不公允不合理的情形和事由。
2、公司董事会认为，“
成都天马轴承” 为业内知名品牌，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和较高的市
场占有率，成都天马系公司重要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亦系公司盈利能力较强的主营业务，
因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清偿对债权人浙商证券的债务， 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被迫进入
本次司法拍卖程序，公司董事会在尊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法律行为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
的传统轴承类企业及行业或业务相关性的企业参与本次竞买，如是，将导致或可能导致最终
的成交价格的尽可能提高， 使最终的拍卖价款能够尽可能覆盖公司对债权人浙商证券的债
务。
3、成都天马在拍卖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不再为上市公司贡献收入和利润，成都
天马股权司法拍卖的最终成交价格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法院根据评估报告
结果确定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马90%股权的起拍价为9.234亿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成都天马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为131,865.63万元（未经审计），如果成都天马股权司法拍卖以
此次起拍价成交，则公司将产生实际损失39,525.63万元；如果司法拍卖成交价格高于此次起
拍价，则公司损失相应减少；如果最终司法处置价格低于目前确定的起拍价格，将给公司带
来进一步的损失，导致公司净利润和净资产进一步下降。
4、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是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二项普通议案（该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90%股权将被再次司法拍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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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及其他相关方因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浙商” ）之间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浙江浙商向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查封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90%的股
权（以下简称“
成都天马90%股权”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12时起至2019
年10月19日12时止（延时除外）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拍卖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90%股权，但该次拍卖因无人出
价而流拍。 以上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22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90%股权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36）、《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90%股权拟被司
法拍卖的预先报告书》、《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90%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9-142）。
公司今日获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1月6日12时至2019年11月7日12时止
（延时除外）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成都天马90%股权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拍卖公告》及《竞买须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拍卖的主要内容
1、拍卖时间
2019年11月6日12时至2019年11月7日12时止（延时除外）
2、拍卖标的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90%股权。
3、拍卖价格
评估价14.427404亿元，起拍价：9.234亿元，保证金1亿元，增价幅度：10万元。
4、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
价，将自动延迟5分钟。
5、拍卖方式
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等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
方可成交。
6、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由买受人承担。
能否办理过户手续及办理过户手续的时间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
认，标的物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过户手续的，拍卖人不作过户的任何承
诺，拍卖人不承担过户涉及的一切费用。
法院解除查封手续需要一定时间， 拍卖标的物相关权证原件无法取得或存在担保物权
的，办理标的物权属变更登记时需办理登报注销手续或注销他项权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
时间会延长。
7、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参加竞买。如参与竞买人（自然人或组
织机构）未开设淘宝账户，可委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
买开始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委托人为自然人：须委托人和委托代理人携
带身份证及复印件，来本院现场办理委托手续；委托人为组织机构：须委托代理人随带组织
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单位公章，来本院现场办理委托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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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9-132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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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6,952,789股(除权后，除权前为7,812,500股)，占公司截至
2019年10月14日总股本1,537,181,882股的1.75%。

2.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2.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0月28日。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非公开限售股份的基本概况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0月28日。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原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岭南股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6,952,7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5%。

份” ） 于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帮林投资” ）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为7,812,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名法人股东。
4.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500股（除权前，除权后为26,952,789股），股份上市日期为2016年10月26日，股份限售期为36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
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质押或冻结数
（股）

个月。

帮林投资

26,952,789

26,952,789

1.75%

26,937,842

2016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岭南园林股份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及相关议案。2016年5月4

本次变动前

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相关议案。2016年9月1日，公司取得中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比例

512,162,000

33.32%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965号《关于核准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向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025,019,882

66.68%

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帮林投资等发行股

总股本

1,537,181,882

100%

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增加数量（股）

26,952,789

本次变动后

减少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26,952,789

485,209,211

31.56%

1,051,972,671

68.44%

1,537,181,882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向帮林投资发行的7,812,500股（除权前）新增股份已办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经核查， 广发证券认为， 岭南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任公司登记手续并于2016年10月26日上市，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限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为36个月。2018年4月24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49961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有该部分股份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999713股。2019年5月30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元人民

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对相关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

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因此，帮林投资股份数量由7,812,500

对岭南股份此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股调整为26,952,789股。

六、备查文件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1.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帮林投资在该次交易中作出如下承诺：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1）承诺企业在本次发行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 ），
自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2）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就承诺企业由于岭南园林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基于标
的股份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3）承诺企业关于标的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上述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的，承诺企业将根据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
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