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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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厉群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

玮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683,543,251.15 3,730,491,506.02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31,555,118.05 2,103,140,453.39 1.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647,620.18 -21,195,653.04 115.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55,497,829.50 2,154,007,284.29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306,010.48 97,245,999.68 -7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891,888.87 97,347,959.86 -7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4 4.79 减少3.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213 -70.8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213 -70.8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591.78 -36,876.52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0 90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

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

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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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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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120,923.58 -130,967.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6 -134,995.06

所得税影响额 -85,621.16 -183,038.89

合计 256,868.44 414,121.6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2,3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三盛宏 业 投 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3,624,023 24.88% 0 质押 113,624,023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38,653,846 8.46% 38,653,846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

公司

34,503,172 7.56% 0 质押 34,503,172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科博德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06,002 4.53% 0 质押 12,9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庞增

添益5号私募投资基金

17,990,000 3.94% 0 无 0 未知

陈立军 17,741,311 3.88% 0 质押 17,7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申炜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14,406,122 3.15% 0 质押 11,57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凤霞 6,731,800 1.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立溢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708,466 1.0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杨贵林 2,726,8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3,624,023 人民币普通股 113,624,023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 34,503,172 人民币普通股 34,503,172

北京科博德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06,002 人民币普通股 20,706,002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

增添益5号私募投资基金

17,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90,000

陈立军 17,741,311 人民币普通股 17,741,311

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406,122 人民币普通股 14,406,122

金凤霞 6,7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6,731,800

上海立溢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08,466 人民币普通股 4,708,466

杨贵林 2,7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6,800

谢晶 2,068,407 人民币普通股 2,068,4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陈立军、上海申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额 期初数/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472,540.50 223,063,341.28 -81.41

主要系本期归还流动资金

贷款所致。

应收票据 19,532,700.00 1,800,000.00 985.15

主要系子公司博雅立方与

个别客户结算方式变更所

致。

预付款项 401,696,362.35 273,412,993.84 46.92

主要系本期亿美汇金预付

电子权益券采购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5,545,610.11 204,195,949.12 -33.62

主要系本期中昌数据为子

公司博雅立方提供业务担

保，保证金减少所致。

存货 26,618,221.99 53,564,732.18 -50.31

主要系本期亿美汇金业务

需要消耗存货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15,411.73 39,282,814.26 -98.94

主要系收回沈阳中昌数创

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短期借款 144,290,000.00 295,000,000.00 -51.09

主要系偿还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流动贷款所致。

应付账款 228,681,480.40 157,072,056.89 45.59

主要系报告期内博雅立方

媒体采购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额 期初数/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1,671,966.98 29,059,978.55 77.81

主要系报告期内融资规模

扩大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

损失

-11,347,781.42 -5,171,705.60 119.4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博雅立

方部分客户应收款项无法

收回所致。

所得税费用 5,704,185.93 11,997,269.91 -52.4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博雅立

方业绩下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额 期初数/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647,620.18 -21,195,653.04 115.36

主要系亿美汇金预付电子

权益券采购款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570,211.65 -644,244,464.05 -103.81

上期主要系支付亿美汇金

股权转让款所致； 本期主

要系收回沈阳中昌数创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0,915,296.07 548,733,533.83 -129.32

本期主要系偿还兴业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流动贷款所

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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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2018年1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钰昌” ）同

银码正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码正达” ）、北京君言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君言汇金” ，君言汇金现已更名为“北京君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银码正达” 和“君

言汇金” 合称为“业绩承诺转让方” ）、北京亿美和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美

和信” ，“银码正达” 、“君言汇金” 和“亿美和信” 合称为“业绩承诺方” ）以及其他非业绩承

诺方签署了《关于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上海钰昌以现金

6.38亿元收购上述股东持有的北京亿美汇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美汇金” ，

原名为北京亿美汇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55%股权。

2018年9月20日，上海钰昌与上述业绩承诺方签署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协议》（以下

简称“《安排协议》” ），对《股份转让协议》中支付股份价款和购买股票的相关安排进行了调

整。按照《安排协议》第3条第（1）款之约定业绩承诺转让方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以合计不低

于5,800万元的货币资金在二级市场（含大宗交易）购入上市公司股票并锁定，截止目前，业绩

承诺方尚未购买上述股票并锁定。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部分业务业绩下滑，经营计划不及预期，公司控股股东债务违约等情形，预计会对公

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9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厉群南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42� � � �证券简称：中昌数据 编号：临2019-090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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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2019年10月29日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及参会人员。 会议由董事厉群南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6人，董事王霖因个人原因缺席本

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全体与会有表决权的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昌大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因公司董事长游小明先生辞职，为确保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根据《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厉群南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及法定

代表人职责，直至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为止。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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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郭海涛 董事 工作原因 王次忠

王昭顺 董事 工作原因 迟云

1.3�公司负责人张志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宫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305,603,986.93 14,592,209,177.35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144,524,787.46 9,658,788,427.59 5.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504,622.03 116,077,651.90 -153.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260,553,952.90 6,533,082,941.72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90,937,359.87 1,121,246,191.50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12,324,241.12 1,036,270,856.20 -1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69 12.08 减少1.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4 -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4 -3.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69,224.60 -295,282.56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990,154.80 45,977,366.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7,389,345.87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

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

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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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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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41,942,773.35 46,084,048.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2.44 -11,238.80

所得税影响额 -145,854.01 -431,120.44

合计 51,818,561.98 178,613,118.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1,52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1,602,944,478 76.81 1,602,944,478 无 国有法人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35,068,167 1.68 0 无 国有法人

山东出版投资有限公司 32,714,242 1.57 32,714,24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30,000,000 1.44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一户

26,249,615 1.26 24,341,28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19,706,410 0.94 0 无 国有法人

新华出版社 17,074,540 0.82 0 无 国有法人

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2,123,155 0.58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749,647 0.47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6,576,400 0.32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5,068,167 人民币普通股 35,068,16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9,706,410 人民币普通股 19,706,410

新华出版社 17,074,540 人民币普通股 17,074,540

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23,155 人民币普通股 12,123,15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749,647 人民币普通股 9,749,6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5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6,576,4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5,246,078 人民币普通股 5,246,07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5,113,752 人民币普通股 5,113,752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4,925,268 人民币普通股 4,925,2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东出版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两

者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限售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83,494,660.56 153,846,036.45 -45.73%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的承兑汇票已兑现

所致。

应收账款 1,978,284,760.93 1,252,076,085.61 58.00%

主要系2019年秋季教材教辅款尚未收

回所致。

预付款项 272,249,227.83 152,423,623.90 78.61%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教育装备款项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4,497,463.94 95,076,898.45 83.53%

主要系子公司确认房产置换差价补偿

款、预交土地保证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7,1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公司将原准则下计

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对中国教育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美联书业（北

京）有限公司、海南蝴蝶效应科技有限

公司的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报表列示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项目。

长期应收款 36,099,042.71 不适用

主要系子公司确认房产置换差价补偿

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97,000,000.00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公司将原准则下计

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对中国教育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美联书业（北

京）有限公司、海南蝴蝶效应科技有限

公司的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报表列示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项目。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5,394,928.74 347,544,869.29 36.79% 主要系预付购房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60,554,587.17 113,330,291.79 -46.57% 主要系子公司押汇款项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37,380,773.91 3,200,000.00 1068.15%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7,493,370.86 64,901,752.55 -73.05%

主要系报告期缴纳年初应交税费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7,656,718.81 3,975,675.10 92.59%

主要系报告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4,582,269.78 -7,055,843.06 164.94% 主要系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研发费用 - 476,086.67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87,389,345.87 33,238,251.85 162.92% 主要系报告期理财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79,602.58 12,613,913.08 -102.22% 主要系报告期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8,000,950.85 14,805,657.84 291.75%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房屋置换补偿金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504,622.03 116,077,651.90 -153.85%

主要系发行板块部分客户付款延迟、

支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1,402,364.66 -1,914,817,508.8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较上期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5,466,700.79 -443,851,541.76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分配股利较上期增加所

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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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志华

日期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19� � � �股票简称：山东出版 编号：2019-027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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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

号一一新闻出版》 的相关规定， 现将2019年前三季度一般图书出版业务相关数据 （未经审

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去年同期 本期

增长率

（%）

去年同期 本期

增长率

（%）

去年同

期

本期

增长率

（%）

去年同

期

本期 增长率

一 般 图

书 出 版

业务

88,975.00 76,811.64

-13.

67%

38,492.96 30,033.82 -21.98% 24,745.68 20,834.29

-15.

81%

35.71% 30.63%

减 少 5.08

个百分点

注：上述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仅供各

位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证券代码：002012� � � �公告编号：2019-073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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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强上市公司透明度，提升上市公

司治理水平，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景

网” ）共同举办的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全景网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网上互动交

流时间为 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下午 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溪女士、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照宇先生、财务总监周万标

先生及相关工作人员（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会有调整）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与投资者就

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证券代码： 002012� � � �公告编号：2019-074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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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量比例达100%，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恩集团” ）所持公司全部股份82,238,392股被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凯恩集团有

限公司

是 82,238,392 100% 17.59%

2019年10月

17日

2022年10月

16日

深圳市彼岸大道

柒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注

注：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晚收到凯恩集团通知，因凯恩集团公章被伪造案件，其所持本

公司股权再次被轮候冻结。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董秘办在随后的二个交易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了公司股东股份冻结情况， 直到2019

年10月29日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显示凯恩集团的股份出现新的轮候冻结情形。根据凯恩

集团股份轮候冻结情况，并通过向凯恩集团进一步核实，现将冻结原因作如下说明：

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追加财产保合通知书【（2018）粤民初126号】，此次轮候

冻结是凯恩集团与深圳市彼岸大道柒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追加的

财产保全措施。2018年12月深圳市彼岸大道柒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申请冻结凯恩集

团持有的14,438,392股公司股份,� 14,438,392股被冻结详情见2019年1月1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及2019年1月26

日披露的《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82,238,392 17.59% 82,238,392 100% 17.59%

合计 82,238,392 17.59% 82,238,392 100% 17.59%

注：凯恩集团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82,238,392股，其中82,238,392股被两次

轮候冻结，14,438,392股被三次轮候冻结。

3、其他情况说明

（1）自2018年以来，公司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涉及三笔担保事项被起诉，一案件债权人深圳

市彼岸大道柒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另一案件债

权人深圳市金色木棉锦汇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

保全， 第三案件债权人珠海经济特区西海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因凯恩集团印章被伪造，故作为担保方卷入了上述三笔融资借款合同纠纷，导致凯恩集团

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凯恩集团已于2019年1月已就其公司印章被伪造一

事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当地公安局已立案并已积极采取行动，目前案件正在侦破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凯恩集团存在47,620万元到期债务未清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蔡阳先

生不存在其他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等情况。

（2）凯恩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凯恩集团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以及轮候冻结，目前暂不影响凯恩集团继续行使投票

权，暂不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凯恩集团股票冻结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3、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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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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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11/6 － 2019/11/7 2019/11/7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9月11日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

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及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进展，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总股本

266,67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1,811,200股后，即以264,858,800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2,971,760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计算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利润分

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64,858,800股×0.2元/股÷266,670,000股≈0.1986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0.1986）÷（1+0）=前收盘价格-0.1986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11/6 － 2019/11/7 2019/1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梁祥员、李统钻、上海赞九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周忠

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上市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20�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

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8元。

（4）对于持有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1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水星家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7435982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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