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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进行清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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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远光软件” ）于近日收到子

公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创智能” ）的通知，共创智

能成立了清算组，拟进行清算。相关情况如下：

一、情况概述

远光软件于2019年10月15日披露公告， 因共创智能无法偿还到期的银行贷

款，公司将根据与南粤珠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规定承担相应连

带担保责任（详见公告编号：2019-063）。

鉴于共创智能无法继续正常经营的情况，该公司于10月底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解散并成立清算组的议案》，并向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了清算组备案。近日，共创智能收到了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备案

登记通知书》。

二、清算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82582103Q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7号4号厂房、5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赵玲

注册资本：人民币9,919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8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与控制系统开发、实施、维护,系统集成，信息集成，计

算机信息化业务咨询，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监控信息

系统及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销售、服务与运维。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955.00 29.79

远光资本管理

（

横琴

）

有限公司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2,946.00 29.70

珠海市合创投资咨询中心

（

有限合伙

）

850.00 8.57

珠海市开文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845.00 18.60

王辉

1,323.00 13.34

合计

9,919.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12.31

（

经审计

）

2019.06.30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70,982,439.87 77,805,856.31

负债总额

194,448,712.42 122,198,798.76

应收款项总额

140,524,306.85 42,764,564.04

净资产

-23,466,272.55 -44,392,942.45

营业收入

60,893,826.90 4,609,862.79

营业利润

-47,750,946.56 -20,942,321.55

净利润

-47,676,576.12 -20,926,66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86,731.29 -2,922,161.08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显示， 共创智能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亏损，

截至2019年半年度亏损持续， 且净资产为负， 本次清算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根据信息披露规则，对后续进展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关于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清算组事项的通知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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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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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7日开始启动了

2019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活动，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抽测工作已全部进行

完毕。现将抽测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测面积及点位

本次抽测涉及在养的2017年度底播虾夷扇贝面积26万亩、2018年度底播虾夷

扇贝面积32.35万亩，共计58.35万亩。公司按平均6000亩/点位并均匀分布，共抽测

点位97个，其中2017年底播虾夷扇贝41个点位，2018年底播虾夷扇贝56个点位。

二、抽测结果

通过对抽测数据的加总核算，计算出抽取点位的平均亩产、平均重量、平均壳

高等数据如下：

投苗年度

养殖

面积

抽点位

抽点

面积

产品

重量

平均

壳高

平均

重量

平均

亩产

万亩 个 亩 公斤 厘米 克

/

个 公斤

/

亩

合计

58.35 97 761.81 3,535.10 4.64

2017

年

26.00 41 240.85 1,362.80 8.4 91 5.66

2018

年

32.35 56 520.96 2,172.30 7.6 53 4.17

根据各个小区抽测数据看，2017年底播虾夷扇贝五个区位（不包含11月份正

在采捕作业生产的1万亩区域）的平均亩产5.66公斤，其中最高区域亩产12.64公

斤，最低区域亩产为0；2018年底播虾夷扇贝十个区位的平均亩产4.17公斤，其中

最高区域亩产44.33公斤，最低区域亩产0.01公斤。

具体各小区抽测数据如下：

投苗年

度

区位

编号

抽测

面积

产品

重量

平均

壳高

平均

重量

平均

亩产

说明

亩 公斤 厘米 克

/

个 公斤

/

亩

合计

761.81 3,535.10 4.64

2018

年

小计

520.96 2,172.30 7.6 53 4.17

1

区

76.68 88.5 7.6 58 1.15

核销成本

2

区

51.12 0.4 7.7 57 0.01

核销成本

3

区

25.56 22.5 7.7 55 0.88

核销成本

4

区

19.76 92 8.0 52 4.66

核销成本

5

区

19.76 19.5 7.7 51 0.99

核销成本

6

区

188.86 631.4 7.8 52 3.34

核销成本

7

区

92.30 208 7.7 56 2.25

核销成本

8

区

9.88 89 7.4 48 9.01

计提跌价准备

9

区

8.64 383 7.3 53 44.33

抽测亩产正常

10

区

28.40 638 7.1 49 22.46

抽测亩产正常

2017

年

小计

240.85 1,362.80 8.4 91 5.66

11

区

88.38 713.6 8.2 86 8.07

计提跌价准备

12

区

50.46 637.9 9.5 130 12.64

计提跌价准备

13

区

14.33 - - - -

全部死亡核销成本

14

区

43.20 11.3 7.4 60 0.26

核销成本

15

区

44.48 - - - -

全部死亡核销成本

三、本次抽测结果预计对公司2019年业绩的影响

根据抽测结果，目前在养的全部58.35万亩底播虾夷扇贝中，其中亩产过低，

采捕变现价值不足以弥补采捕成本的海域面积39.07万亩， 需核销成本19,562.33

万元；亩产较低，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区域的面积13.9万亩，预计计提跌价准备金

额8,205.89万元；目前抽测亩产正常以及正在采捕作业海域面积5.4万亩。

预计核销存货成本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计金额27,768.22万元， 约占截至

2019年10月末上述底播虾夷扇贝账面价值30,690.86万元的90%， 对公司2019年经

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1、预计存货成本核销的具体情况：

存货名称

面积 账面价值 平均亩产

核销依据

万亩 万元 公斤

/

亩

合计

39.07 19,562.33 1.68

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

12.00 7,526.76 0.13

平均亩产过低

，

不足以弥补采捕成

本

2018

年底播虾夷扇贝

27.07 12,035.57 2.37

平均亩产过低

，

不足以弥补采捕成

本

2、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

存货名称

面积 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值 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依据

万亩 万元 万元 万元

合计

13.90 8,554.09 348.20 8,205.89

2017

年底播虾夷扇贝

13.00 8,153.99 343.96 7,810.03

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

2018

年底播虾夷扇贝

0.90 400.10 4.24 395.86

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

本次核销成本与计提跌价准备的依据：

根据抽测结果， 公司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和计提跌价准备测

算。其中亩产过低区域经测算采捕销售收入不足以弥补采捕费等变动成本，对该

部分海域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处理；部分区域因亩产下降，对该部分海域存货进行

可变现净值测算，如采捕销售收入低于账面成本和继续养殖费用及销售费用等预

计费用的合计金额，对其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金额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本次核销底播虾夷扇贝海域抽测平均亩产分别为2017年0.13公斤/亩、

2018年2.37公斤/亩， 低于上述测算的采捕销售收入与采捕费等变动成本收支平

衡所需亩产水平5.15公斤/亩，因此拟对此部分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处理。

因目前公司海域底播虾夷扇贝非正常死亡情况可能还将持续，部分海域亩产

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核销存货成本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需根据2020年

1月的年终底播虾夷扇贝盘点结果计算确定，最终金额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的结果为准。

四、公司当前应对举措及未来运营计划

（一）当前应对举措

1、原因调查。公司已经提取了浮标及海底潜标等相关环境监测数据，水产专

家到现场调取了水样及死亡贝样品，相关分析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公司已协同

有关政府部门组织海洋专家和科研机构，尽快至海洋牧场现场进行勘查并进行扇

贝自然死亡原因分析，并及时公告相关调查分析结果。

2、信息披露。积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秋季底播

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的风险提示公告》，于2019年11月13日披露了《对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具体内容请详

细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3、过程公开。本次秋季抽测除了公司内部相关部门人员参加外，海洋专家及

相关媒体记者也进行了现场参与，公开、透明的呈现实地抽测情况，部分媒体基于

事实对公司此次抽测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客观新闻报道。

4、银行融资。公司与主要贷款银行进行了平行沟通，邀请相关银行业务负责

人进岛实地调研。目前，公司信贷稳定，经营稳定。

（二）未来运营计划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构成为养殖业务、加工业务、贸易业务。近三年上述业务

的收入及毛利情况如下图所示：

单位：亿元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底播虾夷扇贝对公司整体收入及盈利能力的支撑

逐渐下降。2018年底播虾夷扇贝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6.3%、 毛利占鲜活产品毛利

比重为13.7%；2019年前三季度，底播虾夷扇贝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比为6.0%、毛利

占鲜活产品毛利比重为10.4%。为化解单一品种的盈利能力波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司不断提升加工类产品、贸易类产品、苗种类产品盈利能力，持续优化公司整体

盈利结构。在养殖板块，除了底播虾夷扇贝还有海螺、海参、鲍鱼、海胆等多元化的

土著养殖品种。

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苗种类产品收入8,490万元，同比增长6,629万元，

增幅356%；活海胆收入2,695万元，同比增长1,740万元，增幅182%；牡蛎收入2,195

万元，同比增长1,442万元，增幅192%；海螺收入6,804万元，同比下降1,460万元，降

幅18%（为海螺采捕作业天数较同期减少所致）；活鲍鱼收入11,704万元，较同期

基本持平。休闲即食类产品收入7,052万元，同比增长1,537万元，增幅28%；海参加

工品收入13,378万元，同比增长810万元，增幅6%。

基于上述运营情况分析，公司未来运营计划如下：

1、进一步关闭海上敞口风险。

规划自2019年度至2020年6月底之前， 完成放弃海况相对复杂的海域或暂停

部分适用海域约150万亩，根据海域使用相关规定，每年可节约用海成本约7000万

元。自2020年始，底播虾夷扇贝由规模发展阶段向中试探索阶段调整，以优化适合

本地生态系统条件的虾夷扇贝新技术、新良种、新模式，每年中试虾夷扇贝约10万

亩，基本关闭底播虾夷扇贝增养殖风险。同时，探索海参等增殖品种以资源养护为

主的模式，提升海参的资源可持续能力和品牌运营能力。

2、加强土著品种养护的标准建设。

参照MSC标准，建立海上藻场和海底森林等生态系统，实施配额管理的资源

养护模式，巩固加强海参、海螺、海胆、鲍鱼等土著品种的资源培育，提高可持续盈

利能力。在保持2019年正常的养殖业务收入和利润水平基础上，力争实现更高增

长。

3、扩大种与苗产业规模。

提高三倍体种与苗产出能力，将在三倍体牡蛎种与苗已在长江口以北沿海海

域形成产业领导力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提升在长江口以南沿海海域的产业

贡献率，逐步建立三倍体牡蛎养殖示范区、育肥示范区，提高珍蚝品牌市场运营能

力。同时加快扇贝、鲍鱼等三倍体技术研究，为未来发展持续储备能量。

4、深度运营阿穆尔鲟鱼产业。

公司从2011年开始进入鲟鱼产业，目前公司参股的云南阿穆尔鲟鱼集团已掌

握了全产业链的育养技术，完成了资源培育、加工技术能力、国外市场资质等功能

建设，所拥有蓄养存栏的多种鲟鱼产品，成为全球资源量第一的基地。目前，阿穆

尔品牌鱼子酱已出口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的苗种占

有较大市场份额。鲟鱼产业资源与市场的运营，将成为公司2020年之后的重要产

业。

5、加快落地“瘦身计划” 。

一是聚焦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核心项目，加快处置与主业关联度低的、资金占

用大的资产，回拢资金，偿还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二是以回收投入和激活机制

为目标，出让核心产业项目部分股权，提高公司综合投资回报率；三是优化组织架

构，招录优秀人才，完善绩效机制，减少管理费支出20%以上。

6、扩大海洋食品业务。

一是进一步聚焦“獐子岛海参” 食品。加强品牌运营，整合国内外优势海参资

源，推进线上与线下市场网络融合服务，建立城市或地区总代理机制，与经销商共

享增长，保持海参业务逐年连续增长态势。

二是放量运营“獐子岛休闲食品” 。释放獐子岛联合品牌能力，合作好国内零

食连锁巨头运营平台；借力商超、便利、电商等渠道，做大KOKO市场份额，加速市

场放量增长。

三是加快“獐子岛味道” 系列海洋食品市场建设。释放獐子岛国际合作伙伴

多和海外优质资源基地的能力，建立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协同机制，做好“买” 与

“卖” ；同时，以用户为中心，加强公司食品研发能力建设。

7、降低财务费用。

主动透明与银行业协会、债委会、各银行合作，争取灾后重建资金支持政策和

优惠利率支持，降低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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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

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

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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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沈阳利源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应收款等

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公司2019年业绩大额亏损以及公司净资产为负数。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披露之时，

因触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及“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的情形而被深交所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

司股票不存在因上述事项导致直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的情形。

2、沈阳利源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不论重整计划是否顺利实施，公司股票交

易均不存在因沈阳利源重整结果影响而直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的情形。

3、本次裁定受理未指定管理人，后续公司及沈阳利源将积极配合沈阳中院

推进重整相关工作。如收到沈阳中院指定管理人的相关决定，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一、全资子公司重整申请被受理的情况

（一）重整申请简述

申请人：辽源市兴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源兴业” ）

法定代表人：纪长君

住所地：东辽县经济开发区（辽源市恒信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东侧）

申请事由：2019年11月8日，辽源兴业以沈阳利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申请对沈

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源” ）进行重整。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19年11月8日，辽源兴业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

沈阳中院申请沈阳利源破产重整。沈阳中院于2019年11月11日通知了沈阳利源，

沈阳利源在法定期限内对辽源兴业的破产重整申请无异议。

沈阳中院查明：沈阳利源的住所地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158号。

2018年10月15日，辽源兴业以沈阳利源为被告，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的诉讼。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8）辽0113民初

77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沈阳利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辽源兴业拖欠的工程款8,152,345.21元；二、沈阳利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

日内给付兴业公司利息…” 。 判决书生效后沈阳利源未履行给付义务。2019年2

月3日，辽源兴业向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沈阳利源强制执行。执行过

程中沈阳利源无法清偿债务。

本案在审查过程中，组织辽源兴业和沈阳利源进行了听证。

沈阳中院认为：沈阳利源住所地位于沈阳市，故沈阳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

权。沈阳利源为企业法人，具备破产能力。

依据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能够认定辽源兴业与沈

阳利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债务的履行期间已经届满，沈阳利源未

履行判决书的给付义务，其符合法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辽源兴业依

法提出对沈阳利源强制执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沈阳利源无法清偿债务，符

合法定的“缺乏清偿能力” 的情形。沈阳利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四条第三项的规

定，具备破产条件。

沈阳利源对辽源兴业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无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规定。本

案沈阳利源提交了其具有破产重整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材料。故辽源兴业的申请

符合法律规定，沈阳中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

第二款、 第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四条第三项、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

如下：

受理辽源兴业对沈阳利源的破产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本次裁定受理未指定管理人，后续公司及沈阳利源将积极配合沈阳中院推

进重整相关工作。如收到沈阳中院指定管理人的相关决定，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沈阳利源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一）2019年11月14日， 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已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沈阳利源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

定义务。沈阳利源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对沈阳利源长期

股权投资原值为30.30亿元，已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公司对沈阳利

源的其他应收款余额约64.76亿元。参照司法实践，重整程序中债务人的负债及

股东权益可能面临调整，故不排除公司对沈阳利源的其他应收款与股权会受到

一定程度的调整，进而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减值的风险，经公司初步匡算，预计

损失包括：对沈阳利源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预计不超过30.30亿元；对沈阳利源

的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预计不超过64.76亿元等，具体金额以重整过程中法院及

管理人核实的数据为准。 由此较大可能造成公司2019年业绩大额亏损以及公司

净资产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19年年度财

务报告披露之时，因触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及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的情形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不存在因上述事项导

致直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的情形。

（二）如果沈阳利源的重整计划不能顺利实施，沈阳利源将存在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不存在因沈阳利源

宣告破产所产生的影响而直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的情形。

（三）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沈阳中院）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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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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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于2019年11月12日、11月13日、11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累计达到13.85%，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现就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2019年9月9日进入预重整程序，目前临时管

理人已停止各项履职工作，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辽宁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利

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组，共同推进重整工作。对公司的重整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5、公司全资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对全资子公司的重整申请已被

法院受理，重整计划是否能顺利实施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6、公司正在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但尚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

7、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

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

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因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6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告继续被年审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

司股票交易将被深交所暂停上市。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公司

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该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被深交所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于2019年9月9日收到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源

中院” ）《通知书》，辽源中院收到申请人刘明英、李春霖向辽源中院提交的《破

产重整申请书》，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辽源中院自2019年9月9日启动对本

公司的预重整程序， 指定吉林省启明破产清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吉林启

明” ）为本公司的临时管理人。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收到吉林启明的《通知

函》。《通知函》提到，2019年10月28日，辽源中院发出通知【（2019）吉04破申

6-3号】，明确辽源中院决定停止临时管理人工作，接到法院通知后，吉林启明已

停止各项履职工作， 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辽源中院决定停止临时管理人工

作，不代表辽源中院已作出对利源精制重整申请的结论性裁定。目前该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利源精制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如果法院正式

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计划并执行完毕， 将有利于改善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

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

（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5、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收到辽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通知》（辽府办

函〔2019〕30号）。辽源市人民政府为顺利推进公司重整工作，决定成立吉林利

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组。 辽源市人民政府成立风险处置小组有利

于加速推进重整相关工作，目前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进入重整程序后重整计

划能否被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6、 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沈阳利

源” 或“子公司” ）于2019年11月11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沈阳中院” ）的《通知书》。《通知书》提到，2019年11月8日，沈阳中院收到

申请人辽源市兴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源兴业” ）的《破产重

整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辽源兴业以沈阳利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 为由，向沈阳中院申请对沈阳利源进行破产重整。2019年11月14日，

子公司收到沈阳中院《民事裁定书》【2019辽01破申33号】，受理对沈阳利源的

破产重整申请。沈阳利源的重整计划是否被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能否顺利实

施尚具有不确定性，如果重整计划不能顺利实施，沈阳利源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

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在2019年年度财务

报告披露之时，因触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及“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的情形而被深交所继续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不存在因上述事项导致直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的情形。

7、《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法定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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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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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20；网络投票时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3日

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宾馆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吴志鹏先生

公司董事长何胜强先生因公出差，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志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1,389,867,874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0.20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72,500,44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9.57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7,367,42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627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人，代表股份19,875,2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71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07,80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09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7,367,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6273%。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77,682,9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33%；反对12,184,8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7%；弃

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90,3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931%；反对12,184,8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069%；弃权0股。

（二）批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7,22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

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

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总数。

（三）批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7,22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

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

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总数。

（四）批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7,22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

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

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总数。

（五）批准《关于预计2020年度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

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94,14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535%；反对7,681,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65%；弃

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94,1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535%；反对7,681,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65%；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

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

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斌、晏国哲

（三）律师意见：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主持人主体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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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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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天

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集团” ）的通知，中环集团股权

结构发生变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环集团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本次中环集团股权结构变更前，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有

中环集团51%的股权，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天

津市国资委” ）持有中环集团49%的股权。

变更前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 《市国资委关于中环集团49%股权无偿划转至渤海国资公司后续问题

的通知》（津国资产权[2019]13号）文件要求，天津市国资委已将其持有的中环

集团的49%股权无偿划转至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并于近日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二、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673749753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05-28

法定代表人：于学昕

注册资本：1185041.854795万元人民币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61号银都大厦-5层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

土地收购、储备、整理；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中环集团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

生变化。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也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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