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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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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10月26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上述回购事项具体内容请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10月26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1、2018年11月02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

回购股份， 并于2018年11月03日公告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8）；公司根据《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在回购期间的每个月前3个交易日内公

告了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截至2019年10月2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数量累计18,751,8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47%，最高成交价为9.56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8.36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74,010,797.5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9年8月15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7,195,920股公司股票已于2019

年8月14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持有公司股份11,555,92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203%。

二、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实际实施情况与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

案不存在差异，已按既定方案完成回购。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本次回购股份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股权分

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

三、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本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富润” ）于 2019�年 5�月 28�日至 5�月 29�日连续两天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共计5,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1%。 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

定，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情形外，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公司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前一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

的行为。

四、回购实施情况合规性说明

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1、公司回购不涉及《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的敏感期：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

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

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9,941,

900股 （2018年11月5日至2018年11月9日）， 未达到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2018年11月2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份成交量之和98,614,600股的25%，符合《实施细

则》第十八条关于回购股份数量和节奏的规定。

3、公司回购股份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五、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持有公司股份11,555,92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203%。 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述存放于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

等权利。

本次回购的股份未来将继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若公司未能

实施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公司将根据后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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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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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的是战略合作协议。

2、此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若涉及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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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7日，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标的公司” 或

“上市公司” ）与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楠耘智” ）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0648566680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九号4号楼12楼1203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楠赓

成立日期：2013年4月9日

经营范围：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自

有房屋租赁电子产品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零售；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计算

机；进出口：电子产品。

股东：嘉楠科技（香港）有限公司100%持股。

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楠耘智” ）是集成电路解决方

案和芯片设计自主研发全球服务供应商（国家高新企业），世界重复运算领军企业。

嘉楠耘智研发团队自2013年研发了区块链超级计算设备后，在2015年至2017年，先后

研发成功并量产了28nm、16nm区块链超算芯片。

2018年8月， 嘉楠耘智又研发量产了的7nm芯片；2018年9月发布量产了RISC-V

商用边缘计算芯片勘智K210，该芯片主要应用于智能终端、移动终端、语音识别、图

像处理等领域。

嘉楠耘智于2015年开始探索区块链应用业务，并在2016年成立区块链板块子公

司杭州嘉楠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和实践区块链分布式计算、智能合约、区块链

溯源等业务。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原则

1．双方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彼此为对方提供核心战略客户应享有的优质、优先

的服务，以达到强强联合、互惠双赢的目的。

2． 本协议确定了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和经过双方探讨后达成的合作意向，本

协议未提及的具体业务或项目合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相关协议约定。

（二）合作内容

甲方子公司杭州嘉楠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拟与乙方子公司特维轮网络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汽车维修配件及维修保养记录的

追本溯源。 合资公司计划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特维轮网络科技（杭州）有限公

司持股51%，杭州嘉楠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持股49%。

（三）其他

1、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之间的一切有关本协议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成，

双方均可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2、协议的调整和取消

对于本协议的一切调整和取消，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约定。

3、保密条款

除非下列情况，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均不得将本协议涉及的所有有形、无

形的信息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各方的往来书面文字文件、电子邮件及信息、软盘资

料等）泄露给其他团体或个人：

（1） 提供给与执行本协议服务内容有关的雇员或顾问或有关服务机构及其雇

员或顾问，或

（2） 应法律法规、 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或司法管辖要求而提供或披

露，或

（3）经对方书面同意。

本协议一方因过错造成泄密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过错一方承担经济赔偿责

任。

本协议终止时本保密条款继续有效一年。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嘉楠耘智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汽车后市场业务，

解决汽车后市场维修保养行业配件的溯源和保养维修记录的保本溯源两大难题痛

点，并能更好的带领整个行业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 双方未来的市场扩张，增加市场

份额，并为合作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本次战略协议的签署亦有利于实现公司

产业整合升级和完善行业布局的目标，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协议双方合作意愿性的约定。 针对每个具体

合作项目，双方将在符合本合作协议精神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后缔结正式的项

目合同，项目执行以双方签署的最终项目合同条款为依据。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当期财务业绩不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披露时间 披露索引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的执行

情况

是否和预期存在

差异

2017年3月27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元征科技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8）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将通过子公司或参股公司与深圳

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合资

（详见已披露的公告）

按计划执行 否

未来三个月内，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限售股份即将解除限售的情况，截

止到目前暂没有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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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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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25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并于2019年10月28日披露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9一069）。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物

产” ）的参股公司厦门同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同顺” ） 提供10

亿元人民币担保限额，担保范围包括：银行贷款、承兑汇票和信用证。

现就“董事会意见”项下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1、 厦门同顺系本公司与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的独资公司厦门同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安资管” ）合资设立的整合当地实体企业供应链资源的类平

台公司，主要为同安及周边地区的生产性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厦门同顺的总经理

和财务负责人由建发物产委派，且其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因此，厦门同顺的经营风

险和财务风险在本公司的控制范围内。

2、厦门同顺系本月成立的新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10月12日

至10月25日，厦门同顺营业收入为2,017.43万元。根据同安区的GDP和实体产业规模，

预计厦门同顺未来将有较大的业务规模，需要配套较大的银行授信额度；因此，上述

担保事项有助于其持续开展业务，厦门同顺能够通过业务回笼资金保障偿债能力。

3、提供担保时，公司要求厦门同顺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要求厦门同顺的其余

股东分别按照各自的股权比例对公司提供反担保，也即：同安资管将按照60%的股权

比例对公司提供反担保，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祥油脂” ）将按照

10%的股权比例对公司提供反担保；因此，该担保方案体现了公平、对等原则。

4、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同安资管的资产总额为12.45亿元，负债总额为4.20亿

元，净资产为8.2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33.77%；银祥油脂的资产总额为9.04亿元，负债

总额为5.22亿元，净资产为3.8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7.76%。 因此，同安资管和银祥油

脂作为反担保提供方，具有实际承担能力，足以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监管

规定。（注：前述为经审计数据。 ）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

纸和信息披露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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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0207.HK）披露2019年1-9月

未经审核营运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0207.HK）于

2019年10月28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刊登

了《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个月之未经审核营运数据》，供参阅。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OY� CITY� PROPERTY� LIMITED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07)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營運數據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營運數據如下：

投資物業

平均出租率 平均租金單價同比

西單大悅城 ~99% +�~3%

朝陽大悅城 ~98% +�~0%

天津南開大悅城 ~97% +�~8%

瀋陽大悅城 ~96% +�~7%

上海靜安大悅城 ~96% +�~3%

上海長風大悅城 ~92% -~3%

煙台大悅城 ~95% +�~9%

成都大悅城 ~92% +�~14%

杭州大悅城（註1） ~94% -

西安大悅城（註2） ~99% -

北京中糧廣場 ~86% +�~1%

香港中糧大廈 ~97% +�~13%

上海鵬利輝盛閣 ~88% +�~0%

中糧置地廣場（註3） ~72% -

註 1： 杭州大悅城於2018年8月正式開業，租金單價同比資料暫無。

2： 西安大悅城於2018年12月正式開業，租金單價同比資料暫無。

3：中糧置地廣場於2018年8月正式開業，租金單價同比資料暫無。

物業開發

本集團合同銷售總面積約為227,647平方米，合同銷售總金額約人民幣4,239百萬

元。

酒店經營

平均出租率 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

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 ~89% ~人民幣1,042元

三亞亞龍灣瑞吉度假酒店 ~72% ~人民幣1,141元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 ~72% ~人民幣1,583元

此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 董事會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或有意投資者，上

述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營運數據基於本集團內部記錄及未經核

數師審閱或審核的未經審核的管理帳目。 該等數據可能與稍後的經審核或未經審核

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數據存在差異。 因此該等數據不應視為本集團現時或未來營運或

財務表現的指標。 本公司股東及／或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審慎

行事，應小心以免不恰當依賴該等數據。

承董事會命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周政

中國，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政先生(主席)及曹榮根先生；非執行

董事姜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銓先生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林建明先生

及胡國祥先生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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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段冬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成保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成保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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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46,306,761.66 3,321,537,518.29 1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04,282,836.64 2,223,034,507.16 3.6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04,252,145.57 83.15% 2,803,917,809.77 18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597,987.14 1.05% 85,752,287.05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601,771.02 133.58% 35,390,680.02 21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178,571.84 160.64% 46,048,161.56 133.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5 1.05% 0.1576 7.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5 1.05% 0.1576 7.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0.25% 3.79% 0.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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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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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96,877.2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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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50.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95,088.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272,486.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55,852.79

合计 50,361,60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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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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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62% 346,103,845 0 质押 346,103,845

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26,558,171 0 质押 26,558,171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

安投资1033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18% 6,425,900 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信惠

3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7% 4,709,715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鹏79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0% 3,791,868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昇8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9% 3,726,536 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信惠

5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7% 3,670,300 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信盈

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4% 3,499,450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昇5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8% 3,139,189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鹏7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6% 3,037,22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346,103,845 人民币普通股 346,103,845

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 26,558,171 人民币普通股 26,558,171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

安投资1033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6,4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425,90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信惠

3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709,715 人民币普通股 4,709,715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鹏79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91,868 人民币普通股 3,791,868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昇8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26,536 人民币普通股 3,726,536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信惠

5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300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谷·信盈

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499,450 人民币普通股 3,499,45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昇5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139,189 人民币普通股 3,139,189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鹏7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37,220 人民币普通股 3,037,2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2、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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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比年初增长102.75%，主要是收入增加的同时正常信用期内的应收

款同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预付款项余额比年初增长54.46%，主要是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余额比年初增长127.00%，主要是旅游服务业务备用金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余额比年初减少42.21%，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余额比年初增长33.71%，主要是小镇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余额比年初增长86.98%，主要是香格里拉项目演艺创作支出增加所

致。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比年初增长39.54%，主要是新增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同

时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比年初减少50.26%，主要是预付工程设备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短期借款余额比年初增长，主要是间接控股子公司雪松之旅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余额比年初增长，主要是公司开具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应付账款余额比年初增长189.04%，主要是小镇项目应付工程款和旅行社采购增

加所致。

报告期内，预收账款余额比年初增长33.21%，主要是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余额比年初增长34.51%，主要是项目计提房产税及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余额比年初减少44.44%，主要是子公司嘉兴松旅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报告期内，长期应付款余额比年初增长238.58%，主要是希努尔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增加

所致。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比年初增长34.81%，主要是项目收到补助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所致。

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权益余额比年初增长99.28%，主要是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确认少数股东权

益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82.67%，主要是本期旅游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导致。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长192.63%，主要是本期旅游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74.89%，主要是本期旅游业务收入增加导致营销及宣传

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147.48%，主要是公司规模增长导致整体的员工费用、行

政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314.12%，主要是本期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报告期内，其他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758.52%，主要是公司享受增值税进项税加计扣除确认

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本期增加投资收益所致。

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比去年同期增长101.54%，主要是去年同期投房评估公允价值

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长30.00%，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增加导

致计提的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885.35%，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处置收益

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318.70%，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报废确认损失所致。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809.24%，主要是本期实现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33.79%，主要是本期旅游服务收

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9.44%，主要是本期支付在建工程

款及股权收购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43.27%，主要是本期新增控股股

东财务资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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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继续调整优化营销网络的事项

2019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调整优化

营销网络的议案》，拟于2019年，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不同城市的商圈情况，仍然将公司及子公

司拥有的不超过28家已购置的商铺/房产，账面原值合计不超过8.5亿元人民币，按市场公允价格

或评估价格予以出售/出租，具体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有效期一年。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已对外出租24家已购置的商铺（包括安丘、昌邑、大同、阜阳、鹤壁、淮安、巨

野、聊城、临沂、漯河、秦皇岛、青岛、曲阜、荣成、泰安、枣庄、张店、淄博、滨州部分商铺、高密部分

商铺、合肥部分商铺、日照部分商铺、商丘部分商铺和西安部分商铺），共确认收入1,069.18万元。

2、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诸城市松旅恐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城松旅” ）收到诸城

市旅游局下发的《关于下达2019年度旅游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诸文旅字【2019】16号）

和《关于下达2019年度旅游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诸文旅字【2019】17号），根据文件精神

和工作安排， 诸城松旅已收到诸城市财政局以现金形式拨付的2019年度第一期旅游产业发展奖

励资金2,077.00万元和2019年度第二期旅游产业发展奖励资金4,400.00万元，该项补助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无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该项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6,477.00万

元，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方东标先生和施海寅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方东

标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方东标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施海寅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职务，辞职后施海寅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方东标先生和施海寅先生提出辞职将导致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方东标先生和施海寅先生的辞职报告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期间，方东标先生和施海寅先生仍将继续

履行独立董事的相关职责。

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周俊祥先生和王建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同意当选后补选周俊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同意当选后补选王建云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1）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

求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

[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号），要求自2019年6月10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3）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

9号），要求自2019年6月17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由于上述财务报表格式和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以

上事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5、关于董事辞职、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变更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董昕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董

昕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

董昕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昕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

生效。公司将及时补选董事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履行相应职责，董昕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

工作产生影响。

2019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副总

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邱大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继续调整优化营

销网络的事项

2019年04月

16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继续调整优化营销网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

政府补助的事项

2019年08月

19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2019年08月

30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

补选的事项

2019年08月

24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事项

2019年08月

24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关于董事辞职、副总经

理和董事会秘书变更

的事项

2019年09月

11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董事辞职、 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6）。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8年12月4日召开的2018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1月11日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要求，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回

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基于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的考虑，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公司后续将根据工作安排择机实施回购计划，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11月20日、12月5日、12月17日、2019年1月4日、2月2日、3

月2日、4月2日、4月16日、5月7日、6月4日、7月3日、8月3日、9月3日和10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预案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116）、《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8-120）、《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12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1、002、005、007、028、033、038、041、054和058）和《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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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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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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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1,020 400 0

合计 1,020 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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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9-060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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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

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9年10月25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

应出席董事8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段冬东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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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

程》、《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公司（包含控股下属公司）本次

核销坏账金额共计36,763,843.58元。 其中，对截止2019年9月30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追收无果

的其他应收款2笔，金额共计842,464.04元予以核销；对截止2019年9月30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

经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并未发现欠款单位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其他应收款-烟台德生蚨置业公司金

额35,921,379.54元予以核销。本次核销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核销后，公司财务

与法务、营销部门将建立已核销款项备查账，继续全力追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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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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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9年10月25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应出

席监事3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雪影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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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 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公司本次核销坏账是为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核销坏账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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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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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核销坏账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核销坏账的基本情况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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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

程》、《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公司（包含控股下属公司）本次

核销坏账金额共计36,763,843.58元。 其中，对截止2019年9月30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追收无果

的其他应收款2笔，金额共计842,464.04元予以核销；对截止2019年9月30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

经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并未发现欠款单位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其他应收款-烟台德生蚨置业公司金

额35,921,379.54元予以核销。本次核销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核销后，公司财务

与法务、营销部门将建立已核销款项备查账，继续全力追讨。

二、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坏账金额共计36,763,843.58元，在以前和本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因此，本次核

销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行为，本次资产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公司核销坏账后，能够更加公允、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的资产价值会

计信息将更加真实、可靠、合理。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核销坏账的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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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核

销坏账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坏账是为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核销坏账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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