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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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鲲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国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国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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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6,735,425.21 5,635,306,362.97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28,050,428.38 2,394,717,818.7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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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510,034.31 -6.67% 733,501,041.19 -2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160,497.24 25.18% 33,332,609.68 4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233,590.81 13.08% -11,063,734.81 -15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0,949,472.80 137.97% 24,950,043.11 10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50.00% 0.04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50.00% 0.04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07% 1.38%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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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5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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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635.4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8,567,283.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6,148.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17,669.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274.59

合计 44,396,34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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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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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睿畅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8% 105,104,481 0 质押 96,517,021

孙世尧 境内自然人 7.60% 66,649,111 0

汤于 境内自然人 7.01% 61,496,492 61,496,492 质押 49,197,000

杭州晨莘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 35,283,722 0 质押 32,515,422

孙鲲鹏 境内自然人 3.03% 26,577,460 22,183,095 质押 16,270,000

西藏坤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19,008,000 0

孙晓光 境内自然人 2.09% 18,338,297 0 质押 18,338,200

王寿纯 境内自然人 2.05% 18,000,000 0

蔡玉璞 境内自然人 1.95% 17,152,042 0

曲立荣 境内自然人 1.65% 1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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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5,104,481 人民币普通股 105,104,481

孙世尧 66,649,111 人民币普通股 66,649,111

杭州晨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283,722 人民币普通股 35,283,722

西藏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19,0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8,000

孙晓光 18,338,297 人民币普通股 18,338,297

王寿纯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蔡玉璞 17,152,042 人民币普通股 17,152,042

曲立荣 1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00

兰坤 10,959,796 人民币普通股 10,959,796

王榕 8,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孙世尧与孙鲲鹏为父子关系。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世尧、孙鲲鹏、杭州晨莘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孙世尧通过国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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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47,000,000

股; 股东王榕通过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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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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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65.56%，主要是本期长期借款增加较多所

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60.89%，主要是本期支付的材料采购预付

款项增加较多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42.60%，主要是本期园林业务待抵扣

的进项税额较多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46.00%，主要是本期以开具的电子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增加较多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88.98%，主要是本期瓶盖业务收到的客户

预付款项较多所致；

6、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2.58%，主要是本期公司往来借款增加

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较年初减少49.45%，主要是本期支付了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所致；

8、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255.88%，主要是本期新增长期的项目贷款

较多所致；

9、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30.27%，主要是本期支付了到期的融资

租赁款和保理款所致。

利润表：

1、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82.85%，主要是本期融资规模总额有所增加，

且融资利率水平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1651.24%，主要是本期按会计准则的规定

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较去年同期减少较多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753.38%，主要是本期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计

提的存货类跌价准备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4、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79.65%和85.72%，主要是本期

毛利率水平较去年同期提高，以及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44.88%，主要是本期毛利率水平较

去年同期提高，以及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数增加105.22%，主要是

受园林业务调整，除加大货款回收力度，本期支付的项目进度款少于去年同期

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数增加73.97%，主要是

本期控制投资规模，购买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支付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数增加113.7%，主要是

本期取得的借款总额特别是长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数增加125.8%，主要是本

期支付的项目进度款较去年同期减少， 以及新增借款总额较去年增加较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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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6

月27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的相关议案。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公司控股股东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以现金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 公司于

2019年7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及相关议案的修订，并于2019年7月31日公

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2019年9月27日，公司收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及时组织相

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回复，于2019年9月29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2019年10月17日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调

整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

要求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9年0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山东丽鹏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意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

2019年07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山东丽鹏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发行决议

有效期、调整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2019年09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司收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并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回

复进行公开披露。

2019年0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9年10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对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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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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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至 7,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8,984.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全年扭亏为盈，主要基于围绕“精益管理，降本增效” 主题，提升经营管

理水平，同时不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毛利率；另外，通过多种途径，重点

加大应收款项的催收，减少坏账计提基础从而减少资产减值损失。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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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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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鲲鹏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9-98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山东丽鹏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宇园林” ）2019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一、2019年第三季度（7-9月）订单情况

业务类型

三季度新签合同

截止报告期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三季度已中标

尚未签约订单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工程 1 382.11 69 108,413.36 1 148.93

设计 1 10.86 7 80.19 0 -

合计 2 392.97 76 108,493.55 1 148.93

二、重大项目履行情况（注：重大项目指项目金额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30%以上的项目）

1、2015年9月，华宇园林与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巴中市巴

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PPP）项目合作协议书》，工程总投

资额约为55,000万元。业务模式为PPP模式。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合计实现营业收

入37,827.22万元。

2、2016年1月21日，华宇园林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签订《安顺市

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PPP模式协议书》，协议金额约48,680万元。业务

模式为PPP模式，开工日期2015年10月17日。工期18个月。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53,846.05万元,已全部完成竣工结算。

3、2016年12月29日， 华宇园林与修文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了 《修文县小箐乡崇恩森林公园建设项目融资暨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

同金额约为50,000万元。 由于相关政策的变化及修文县人民政府对相关规划进

行了调整。经双方协商，由华宇园林对该项目已实施工程进行收尾工作，同时华

宇园林停止对该项目的后续建设工作，修文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修文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截

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5,146.60万元。

4、2017年1月10日，华宇园林与遵义红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遵义苟坝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区建设项目投资框架意向协议书》， 协议金额约

为150,0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1,196.55万元。

5、2017年2月27日华宇园林中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西秀区生态

修复综合治理（二期）项目” ，中标金额158,399.9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

收入99,240.68万元。

6、2017年8月17日， 华宇园林及联合体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四川雄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简阳市东城新区雄州大道提质改造工程

BLT+EPC项目总承包合同》，项目总投资约67,868.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

营业收入28,678.19万元。

7、2017年8月18日， 华宇园林及联合体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与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蒲江县西河河滨景观建设项目投建总承包合同》， 项目总投资约96,034.70万

元。由于相关政策的变化,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结合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

财政局、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的相关文件的精神，签订了《蒲江县西河河

滨景观建设项目投建总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解除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一致

同意解除《蒲江县西河河滨景观建设项目投建总承包合同》，甲乙双方对该合

同的解除互不追究违约责任。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21.70万元。

8、2018年1月9日，华宇园林中标“华阴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PPP” 项目，总

投资约49,346.02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9,295.51万元。

9、2018年10月6日，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及联合体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江西星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水利水电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中建城

开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铜鼓

县发改委签订《铜鼓县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合同》，项目

建设静态总投资约人民币12.05亿元，动态总投资约为人民币12.55亿元，包括9个

子项目。总体采取BOT的运作模式。合作期限为20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3年。截

至报告期末，暂未确认营业收入。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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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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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

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0月30日（周三）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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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9:30-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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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

15:00�至2019年10月30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3、召集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剑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8名，代表股

份数为218,03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0,025,867股的70.328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4名，代

表股份23,63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0,025,867股的7.623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218,025,5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0,025,867股的70.324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名，代表股份10,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310,025,867股的0.0032%。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及见证律师、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03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7%；

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03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7%；

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娜律师、杨怡然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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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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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9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其中，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及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及协议

转让）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032%）。公司

财务总监徐玮女士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及协议转让）

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67%）。

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分别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及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

财务总监徐玮女士提交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19年

7月30日，许利民先生、徐玮女士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许利民先生于2019年

7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80,0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255%； 徐玮女士尚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1）。

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分别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及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

财务总监徐玮女士提交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现将具体

情况告知如下：

一、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时间：持股5%以上股东及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财务总监徐玮女士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

3、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

4、减持股份来源、减持方式、拟减持数量上限及比例：

姓名

减持股份

来源

减持方式

拟减持数量不超

过（股）

拟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超过

拟减持的股份占其本人总

持股的比例不超过

许利民 首发前股份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

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及协议转让）

9,000,000 0.6032% 10.0208%

徐玮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

括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及协议转让）

100,000 0.0067% 12.2685%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上

限做相应调整。

二、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例

许利民 集中竞价 2019年7月5日 23.395 38 0.0255%

许利民先生于2019年7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380,000股；徐玮女士尚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三、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许利民

合计持有股份 89,812,833 6.0193% 89,432,833 5.993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89,812,833 6.0193% 89,432,833 5.99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徐玮

合计持有股份 815,096 0.0546% 815,096 0.054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60,097 0.0375% 560,097 0.03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4,999 0.0171% 254,999 0.0171%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许利民先生承诺：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采

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作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许利民先生、徐玮女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许利民先生、徐玮女士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

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许利民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

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计划相应内容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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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

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许利民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2、徐玮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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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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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9】 第365号）（以下简称 “关注

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并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分析整理，

经公司审慎研究，现就关注函问题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截止目前，富顺光电及其全资子公司福建银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对你公

司的债务金额为321,062,261.51元，请明确说明相关债务的归还时间，考虑到富

顺光电目前的财务状况，请你公司评估该笔债务的可回收性、说明相关会计处

理以及是否存在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风险。

回复：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富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10558号）,截止2019年7月31日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 ）净资产为-9,009.77万元，目前富顺光电资金链

断裂，部分债务逾期，债权人起诉并查封冻结其银行账户、土地、房产等，富顺光

电已处于停产状态。基于富顺光电的现状，富顺光电及其全资子公司福建银福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福节能” ）向公司偿还321,062,261.51元足额

债务的可能性较小。

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为最大可能且尽快回收上述债务，保护公司及广

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拟于2019年12月31日前对上述债务通过包括但不限于

积极催收、债权协商谈判转让或债权公开挂牌转让等方式进行处理。

根据以上所述，预计该笔债权可回收金额可能会低于账面价值，存在计提

大额减值准备的风险，并结合实际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差额对该笔债权进行

计提减值，具体会计处理为：借：信用资产减值损失，贷：坏账准备一其他应收

款。

2、请详细列示截至目前你公司对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包

括与担保事项相关借款的到期日及逾期情况和你公司需履行的担保责任。

回复：

截至2019年10月28日，公司为富顺光电实际担保余额为10,651.10万元，其中

已逾期的担保借款为9,651.10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债务

人

担保人 债权人

借款余额

(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债务到期日 债务类型

1

富

顺

光

电

雪

莱

特

建设银行龙文支行

2,405.00

4,000.00

2019/8/31 贷款

2 1,065.00 2019/9/13 贷款

3 675.00 2019/9/13 贷款

4 385.00 2019/8/2 贷款

5 335.00 2019/8/9 贷款

6 290.00 2019/8/9 贷款

7 兴业银行漳州分行 2,426.40 2,426.40 2018/10/31 贷款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漳州分行 1,000.00 1,000.00 2019/12/29 贷款

9 中信银行漳州分行 720.00 720.00 2019/9/29 贷款

10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60.96 560.96 2019/1/10 委托贷款

11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42.26 542.26 2018/12/23 委托贷款

12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天津） 1,401.49 1,401.49 2018/12/31 委托贷款

合计 11,806.10 10,651.10 一一 一一

根据公司与富顺光电相关债权人签订的担保合同，公司为富顺光电的部分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若富顺光电无法履行还款义务，全部违约，则公司需要

承担该所有担保事项下合计10,651.10万元借款的清偿责任， 若上述借款及担保

事项违约，可能存在需支付相关违约金、罚息等情况。根据《关于富顺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若因富顺光电未能偿还相关债务导致公司承

担担保责任的，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富顺光电及其他担保人追偿。

3、请详细列示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涉及的诉讼与仲裁情况，以及你公司是

否需对相关诉讼与仲裁承担连带责任。

回复：

截至2019年7月31日，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与仲裁情况

如下：

（1）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已由法院调解或执行的诉讼与仲裁情况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额（元） 约定支付日期

1 富顺光电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17,500.00 2018/8/25

2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458,692.48 2018/12/31

3

富顺光电、福建大晶光电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300,000.00 2018/10/10

4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585,133.00 2018/12/30

5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401,000.00 2019/12/31

6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613,061.00 2019/12/30

7

富顺光电、江苏速仕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陈建顺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3,300,000.00 2018/12/30

8 富顺光电、陈建顺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300,000.00 2018/12/30

9 富顺光电、陈建顺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2,485,074.00 2018/12/30

10 富顺光电、陈建顺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3,920,000.00 2018/12/30

11 富顺光电、陈建顺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239,000.00 2018/12/30

12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962,867.00 2019/12/31

13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506,954.00 2019/3/31

14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077,025.00 2019/3/31

15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902,679.00 2019/6/30

16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458,579.00 2019/3/31

17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1,662,280.00 2019/3/31

18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298,868.00 2019/12/31

19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182,550.00 2019/3/31

20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1,226,800.00 2019/3/31

21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404,400.00 2019/3/31

22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商票纠纷 242,543.98 2019/5/30

23 富顺光电 工程合同纠纷 155,060.00 2019/4/7

24 富顺光电 劳动纠纷 2,726,943.60 2019/5/31

25 富顺光电 劳动纠纷 952,936.95 2019/6/24

其他员工 富顺光电 劳动纠纷 4,405,368.38 2019/7/7

其他供应商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2,772,046.27 ---

合计 46,757,361.66 ---

（2）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未决诉讼情况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额（元） 案件进展情况

A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118,584.00 审理中

B公司 富顺光电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4,114,900.00 审理中

C公司 富顺光电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5,972,588.00 审理中

D公司 富顺光电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5,609,588.00 审理中

E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67,648.00 审理中

F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85,685.00 审理中

G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173,970.56 审理中

H公司

富顺光电、江苏速仕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荣悦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票据纠纷 301,000.00 审理中

I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254,286.00 审理中

J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81,000.00 审理中

K公司 富顺光电 买卖合同纠纷 173,970.56 审理中

合计 26,953,220.12 ---

截至2019年7月31日，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与仲裁金额

合计约7,371.06万元。其中，公司需要对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平安融资租赁的委

托贷款承担连带责任，金额为2,504.71万元。

4、请结合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对你公司的债务、你公司对富顺光电及其子

公司的担保情况以及相关诉讼与仲裁情况，详细评估此次股权转让事项对你公

司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回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佛山雪莱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合计持有的富顺光电

100%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进行了转让， 该股权转让事项对公司2019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的影响如下：

（1）截至《关于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富

顺光电及其子公司银福节能对公司的债务金额为32,106.23万元， 公司会通过积

极催收、债权协商谈判转让或债权公开挂牌转让等方式进行处理，根据谨慎原

则，依据截至《关于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富顺

光电总资产扣减其外部负债（富顺光电总负债减去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银福节

能对公司的债务后的负债余额）后净值与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银福节能对公司

的债务的差额，公司拟计提坏账准备约10,321.55万元，待2019年年报时根据该债

务处理的新情况再作计提坏账准备的调整。

（2）截至2019年10月28日，根据公司与富顺光电相关债权人签订的担保合

同， 公司为富顺光电的借款提供了10,651.1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基于谨慎性原

则，若富顺光电无法履行还款义务，全部违约，扣除富顺光电在借款时向债权人

提供的相关抵押物（富顺光电的土地和房屋建筑物）后，公司拟计提预计负债约

992.72万元。

（3）截至2019年7月31日，富顺光电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与仲裁

金额合计约7,371.06万元。其中，公司需要对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平安融资租赁

的委托贷款承担担保责任，担保金额为2,504.71万元；其他诉讼仲裁事项，由富顺

光电及其子公司自行承担诉讼与仲裁结果，相关损失与收益由富顺光电新股东

承担。本次富顺光电股权交割过户完成后，相关诉讼仲裁情况，将不再影响公司

后续财务报表。

（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佛山雪莱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合计持有的富顺

光电100%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进行了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富顺光电

的净资产为-7,771.07万元，与交易对价1元的差额为7,771.07万元，确认为投资收

益约7,771.07万元。

5、 请补充披露 《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

0010558号）。

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10558号）。

6、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没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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