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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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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因对前期未达预期的投资项目连续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商誉、投资和资产减值，探路者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探路者”或“公司” ）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年亏损，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第（一）项“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三年连

续亏损（以最近三年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依据）的情形，深圳证

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的规定，若公司2019年度继续亏损（注：根据公司已披露

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已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48.95

万元，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暂停上市决定

若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13.1.6�条规定，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

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公司董事会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工作措施

虽然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年亏损， 但上述两年中公司户外用品主营业务均稳

健发展并实现连续盈利， 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对前期未达预期的投资项目计提较大金额

的商誉、投资和资产减值所致，经2016-2018年连续三年的足额计提后，公司前期相关投资项

目在2019年及后续年度再进一步计提大额减值的空间和风险已非常小。

同时，随着公司聚焦户外用品主业相关战略举措的逐步实施落地，公司产品竞争力持续

提升，品牌文化和品牌精神对用户的传播影响进一步增强，更具体验感的线下店铺升级改造

有序推进，销售终端的精细化管理和渠道结构持续完善，已取得了初步成效，2019年前三季

度公司户外用品主业实现收入7.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1%；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合并

口径已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48.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3.22%；同时，公司

已在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9年全年的经营业绩进行预计，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2019年最后一季度公司将继续贯彻落实全年经营计划，

积极采取各项经营措施促进公司业绩提升和目标达成，具体工作措施如下：

1、聚焦资源夯实促进户外用品主业的稳健发展，深度挖掘目标客户的细分需求，继续沉

淀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品牌建设推广和品牌精神文化对用户的传播影响，优化升级

渠道结构，量化跟进销售终端各项指标，持续提升零售管理水平，努力确保全年经营业绩目

标的达成。

2、通过信息化升级及精细化管理措施的实施落地，继续提高运营体系的管理效率和人

均效益，严格预算管控，科学减少各项费用支出，努力实现节本增效。

3、针对非主营业务，基于目前已达成的投后管理进展（具体请参考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

告及相关公告），持续优化非户外主业的相关业务结构，整合与主业有深度协同的项目，并继

续重组退出与户外主营业务不相关的业务。

四、其他事项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3.1.2条“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的，

在披露其后首个半年度报告时须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之后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直至暂停上市风险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

决定”的规定，公司在发布首次《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后，需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直至暂停上市风险消

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2、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咨询方式：

电话：010-81788188

传真：010-81783289

电子邮箱：ir300005@toread.com.cn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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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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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亚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建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武

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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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759,497.03 1,666,917,915.25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7,042,667.87 1,340,084,937.00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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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72,655.11 -15.75% 545,960,072.01 -3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02,515.35 116.13% 136,054,835.61 7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01,342.04 -78.89% 2,777,883.95 -8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85,482.85 -66.51% 39,120,204.86 5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0 116.22% 0.2356 7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0 116.22% 0.2351 7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0.98% 9.58%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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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05.93 主要系本年处置子公司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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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6,168.09

主要系本期获取政府补助及地方性

扶持政策而获得的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159,913.56

主要系购买金融机构现金管理类产

品产生的收益

债务重组损益 -630,000.00

主要系与客户债务重组产生损失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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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38,478.27

主要系报告期内参股公司六度人和

及麦盟科技、 富数科技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收益所致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150,0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前期单项计提坏账

的应收账款坏账转回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74,675.08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应收账款保险公

司理赔款所致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309,592.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6,997.09

合计 133,276,95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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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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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妹 境内自然人 34.30% 198,089,899 160,938,824 质押 92,000,000

乔昕 境内自然人 11.42% 65,927,032 51,695,274 质押 36,000,000

新余海和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 23,378,620

国联证券－南京

银行－国联汇金

4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81% 10,471,500

薛桂香 境内自然人 1.60% 9,214,862

伏虎 境内自然人 1.06% 6,100,000

石磊 境内自然人 0.88% 5,103,700

李和平 境内自然人 0.61% 3,495,900

王栓意 境内自然人 0.59% 3,400,700

王大鹏 境内自然人 0.50% 2,90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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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妹 37,151,075 人民币普通股 37,151,075

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378,620 人民币普通股 23,378,620

乔昕 14,231,758 人民币普通股 14,231,758

国联证券－南京银行－国联汇金4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4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71,500

薛桂香 9,214,862 人民币普通股 9,214,862

伏虎 6,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00

石磊 5,1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3,700

李和平 3,4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590

王栓意 3,4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700

王大鹏 2,907,074 人民币普通股 2,907,0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乔昕先生与陈亚妹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新余海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3,378,62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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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或本年金额） （或上年金额）

应收票据 4,129,000.00 10,275,377.20 -59.82%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652,903.34 41,002,650.08 -71.58%

主要系本期收回前期款项和收到退税款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76,423,626.16 -100.00%

主要系本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83,298,732.53 240,977,693.35 -65.43%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失去重大影响， 调整

为金融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 18,847,745.79 27,348,055.37 -31.08%

主要系智慧营销原预收媒体资源款项，

本期逐步消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931,751.70 22,139,837.34 -59.66%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14,047,671.92 25,938,996.77 -45.84%

主要系本期缴交去年第四季度企业所得

税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680,135.65 728,462.81 5896.21%

主要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较大，对

应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所致

库存股 - 8,494,729.70 -100.00% 主要系本期注销限制性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8,960,447.07 133,099.66 21658.47%

主要系战略性投资项目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营业总收入 545,960,072.01 801,500,404.55 -31.88% 主要系本期销售下滑所致

营业成本 434,117,126.28 647,204,643.18 -32.92%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 对应营业成本减

少所致

管理费用 44,747,005.56 61,604,689.25 -27.36%

主要系因公司提升管理效率、 优化员工

结构、减少管理人员薪酬支出所致

财务费用 -3,749,142.3 -5,409,590.79 30.69%

主要系远期外汇交易产品的汇兑收益较

少所致

投资收益 59,875,367.26 31,404,142.69 90.66%

主要系本期内参股公司丧失控制权，同

时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4,003,779.10 -689,690.00 12279.93%

主要系本期内被投公司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收益较多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306,077.29 -923,549.57 -257.98% 主要系本期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利润 171,480,116.19 84,348,321.26 103.3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投

资收益增加较多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054,835.61 77,284,227.86 76.0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投

资收益增加较多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20,204.86 24,626,891.94 58.85%

主要系本期公司加强应收款项管理，同

时税费及人员薪酬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52,060.70 -137,640,603.10 78.09% 主要系本期理财本金到期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55,660.20 -28,994,814.74 132.27%

主要系上年同期偿还债务较多、 支付银

承保证金较多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971,822.95 2,004,983.43 -51.53% 主要系上年同期汇率波动较大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295,627.31 -140,003,542.47 113.78%

主要系经营活动、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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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电明科技合作事项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实益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

月23日签署了《采购框架协议》，实益达将向电明科技销售产品并提供服务，报告期内双方就

本项目已合作金额为453.66万元。本事项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

年10月16日，实益达与电明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根据在智慧灯杆、ETC显

示屏等业务领域拓展的实际情况，拟增加合作内容，取消《采购框架协议》中单笔订单金额或

累积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950万元的限制。 本事项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经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使用自有资金现金管理事宜

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部分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到期后继续延长12个月，决议有效期至2019年1月24日。

该事项业经2017年11月22日召开的2017年度第五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继续延长12个月，决议有效

期至2020年1月24日，该事项业经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明细如下：

银行、金融机构名

称

发生金额

（元）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

率

预计收益

（元）

兴业银行 35,55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 随存随取 2.50%

兴业银行 18,60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 随存随取 2.50%

兴业银行 11,000,000 结构性存款-7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 2019/7/9 3.02% 6,371

兴业银行 25,000,000 结构性存款-7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 2019/7/9 3.02% 14,479

兴业银行 3,500,000 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 2019/10/2 3.30% 29,112

兴业银行 6,45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3 随存随取 2.50%

兴业银行 46,00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3 随存随取 2.50%

北京农商行 1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5 2019/7/11 2.45% 6,041

兴业银行 87,50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9 随存随取 2.50%

兴业银行 10,000,000 30天封闭式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9 2019/8/8 3.45% 28,356

兴业银行 25,000,000 结构性存款-7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9 2019/7/16 3.02% 14,479

兴业银行 40,000,000 结构性存款-7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0 2019/7/17 3.02% 23,167

兴业银行 2,00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1 随存随取 2.50%

浦东发展银行 5,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公司JG1002期对

公结构性存款（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2 2019/10/10 3.75% 46,233

北京农商行 1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2 2019/7/18 2.45% 6,041

兴业银行 2,500,000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6 2019/10/14 3.50% 21,575

兴业银行 15,00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6 随存随取 2.50%

江苏银行 1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7 2019/10/17 3.70% 93,260

兴业银行 40,000,000 结构性存款-30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7 2019/8/16 3.66% 120,329

北京农商行 1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19 2019/7/25 2.45% 6,041

兴业银行 5,900,000 金雪球-优先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3 随存随取 2.50%

江苏银行 1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4 2020/1/24 3.70% 186,521

兴业银行 100,000,000 结构性存款-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6 2019/10/28 3.90% 1,004,384

兴业银行 USD2100000 7天通知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 2019/7/26 2019/8/2 2.00%

USD805.

47

北京农商行 1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6 2019/8/1 2.45% 6,041

兴业银行 20,000,000 结构性存款-31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7/26 2019/8/26 3.66% 62,170

兴业银行 79,000,000 结构性存款-84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 2019/10/24 4.02% 730,869

兴业银行 99,000,000 结构性存款-88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 2019/10/28 4.04% 964,287

兴业银行 99,000,000 结构性存款-89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 2019/10/29 4.04% 975,245

兴业银行 USD2100000 一个月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 2019/8/2 2019/9/2 2.27%

USD3918.

08

北京农商行 1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2 2019/8/8 2.45% 6,041

浦东发展银行 6,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公司JG1002期对

公结构性存款（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9 2019/11/7 3.60% 53,260

北京农商行 10,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9 2019/8/15 2.45% 4,027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9 2019/8/15 2.45% 2,014

招商银行 993,451 三个月定期 保本固定收益 2019/8/14 2019/11/14 1.10% 2,754

浦东发展银行 40,000,000 结构性存款32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6 2019/9/17 3.65% 128,000

交通银行 1,000,000 结构性存款3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6 2019/11/15

3.6%-3.

7%

8,975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6 2019/8/22 2.45% 2,014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16 2019/8/22 2.45% 2,014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23 2019/8/29 2.45% 2,014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8/30 2019/9/5 2.45% 2,014

兴业银行 USD2100000 一个月定期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 2019/9/2 2019/10/2 2.15%

USD3710.

95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6 2019/9/19 2.45% 4,363

浦东发展银行 30,000,000 结构性存款35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18 2019/10/23 3.65% 105,000

交通银行 1,300,000 结构性存款3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20 2019/12/20

3.55%-3.

65%

11,506

交通银行 10,000,000 结构性存款1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20 2019/10/25

3.35%-3.

45%

32,123

北京农商行 5,000,000

“金凤凰理财”稳赢·

富逸周周添金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20 2019/9/26 2.45% 2,014

中信证券 6,000,000 债券逆回购 保本固定收益 2019/9/26 2019/10/8 3.10% 6,115

招商银行 2,000,000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26 2019/10/8 2.63% 1,729

招商银行 2,000,000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26 2019/10/17 3.40% 3,912

中信证券 6,000,000 债券逆回购 保本固定收益 2019/9/27 2019/10/8 3.05% 5,515

兴业银行 6,000,000 金雪球-优选2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9/9/29 随存随取 2.50%

3、股权激励事项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2017年度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未达到解锁条件以

及个别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991,653股。 该议案已获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9年8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前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7年度股权激励计

划事项即期满终止。

4、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并签订合伙协议的公告 2019年07月05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2019年08月10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019年08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9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与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采购框架协议》暨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基金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 2019年09月04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09月07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期限届满的公告 2019年09月21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9年09月21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9年09月24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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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12,000 至 16,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951.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全年净利润变动同比扭亏为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事项：

1、 公司智能硬件板块近年来非常重视产品布局， 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持续增

加，增加产品竞争力，使得公司智能硬件板块整体毛利率同比上升，利润同比增

加。

2、 去年同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金额较

多，根据目前公司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等分析，预计2019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金额大幅减少；

3、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部分投资项目计入“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由于公司前期布局投资的麦盟科技、

六度人和和富数科技等，在2019年度完成新一轮市场化的股权融资，估值大幅提

升，因此产生大额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该收益将全部计入公司2019年度

财务报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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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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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0.00 -121,9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121,9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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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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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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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30 52,404.65 0

合计 59,730 52,4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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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9月05日 其他 机构

麦达数字：2019年9月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19年09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麦达数字：2019年9月1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19年09月2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麦达数字：2019年9月23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19年09月2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麦达数字：2019年9月2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9-078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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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10月21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深圳市福田区

彩田路新浩e都A座28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陈亚妹女士主持召

开了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9年10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2019年10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以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9-079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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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1日以书

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新浩e都A座2801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主席曾惠明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所有监事均亲自参加现场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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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9-080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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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发布《关于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

告》，增加《关于与电明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与广州舜广签署日常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为第3、4项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0月28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0月27日-2019年10月28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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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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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5:00至2019年10月28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亚妹女士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新浩e都A座2801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269,545,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6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264,441,33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数量5,

103,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韩雪律师、欧阳婧娴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2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28,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0%。

关联股东陈亚妹、乔昕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545,0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28,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与电明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2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28,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0%。

关联股东陈亚妹、乔昕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与广州舜广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545,0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28,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韩雪律师、欧阳婧娴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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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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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实益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益达” ）为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麦达数字” 或“公司” ）持股96.10%的控股子公司，于2016年11月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因实益达自身发展需要，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摘牌的议

案》（具体请见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62），同意实益达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摘牌。

近日，实益达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实

益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9]4550号），实益达股票自2019年10月29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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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朋友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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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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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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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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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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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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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 ）基于对广西

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

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18年10月29日起的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

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1%，不超过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5%。 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10月26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止2019年10月28日， 广投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33,008,

9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3%，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2019年10月2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投集团《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增持计

划实施完成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等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广投集团持有中恒集团股份751,323,005股，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

比例为21.6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广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884,331,909股，占中恒集团总股

本的25.45%。

（三）增持主体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0月28日期间，广投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中

恒集团股份133,008,904股,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3.83%，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

本次增持计划的上限，上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毕。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广投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18年10月

29日起的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

式）增持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1%，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详见公司于2018年

10月24日、10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10月28日期间，广投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133,008,904股，累计增持金额为382,278,979元（不含手续费、佣金等），增持均价为2.87

元/股，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3.83%，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上

限，本次增持已在计划期限内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广投集团持有中恒集团股份884,331,909股，占中恒集团总股

本的25.45%。

四、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次股份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广投集团承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自增持完成起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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