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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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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14000

万元–

18000

万元

盈利

：

26877.7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33.03%-

47.91%

基本每股收益

0.16

元至

0.20

元

0.23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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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永

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的通知财会〔2019〕2号” 的规定，公司将原计入股东

权益的永绩债转入应付债券核算，该部分债券应计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2、报告期内，公司磷酸二铵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利润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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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3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有效

期

证书号

1

ZL 2019 2

0254774.5

一种更容易完整撕

开的铝箔易开盖

实用

新型

2019.02.28 2019.12.03 10

年 第

9708068

号

2

ZL 2019 2

0256475.5

一种拉环定位更准

确的易开盖

实用

新型

2019.02.28 2019.12.03 10

年 第

9708070

号

3

ZL 2019 2

0254993.3

一种拉片更好执手

的铝箔易开盖

实用

新型

2019.02.28 2019.12.03 10

年 第

9700802

号

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取得，其所涉及的技术及应用领域与公

司主要产品相关。

该项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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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8】1399” 号文核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8年9月18日出具天健验【2018】336号的验资报告，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9.94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为4,600万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457,240,000.00元， 发行费用总额为59,843,465.40元 （不含增值

税），募集资金净额为397,396,534.60元（不含增值税）。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

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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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了有效监管。

二、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6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的议案》，上述议案于2018年12月5日

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6,980万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兴瑞” ）增资并转投设立全资孙公司兴瑞科技（越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越南兴瑞” ），由越南兴瑞实施原“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

零组件及汽车电子连接器技改项目” 中的“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

件项目” ；由越南兴瑞实施原“年产2000万套RFTUNER、2000万套散

热件、1000万套大塑壳等STB精密零部件及900万套汽车电子嵌塑精密

零部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中的“年产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

热件”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暨投资

新设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

孙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及

《关于境外子公司增资投产及境外孙公司奠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4）。

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地点和内容暨二次增资

子公司香港兴瑞继而转投孙公司越南兴瑞的议案》， 上述议案于2019

年9月10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

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地点和内容， 同意使用调整后的募集资金1,

000.00万美元向子公司香港兴瑞二次增资，继而转投孙公司越南兴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暨二次

增资子公司香港兴瑞继而转投孙公司越南兴瑞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4）。

2019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在越南

科技和商业股份银行北江分行（以下简称“越南技商银行” ）开设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接受由越南兴瑞在中国工商银行河内分行（以下

简称“工行河内分行” ）开设的账号为0127000100000818940（越南盾

专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入的募集资金，该专户仅用于越南兴瑞“年

产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目” 和“机顶盒精密注塑外

壳零组件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同意公司

及孙公司越南兴瑞与越南技商银行、国海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同意从工行河内分行越南盾专户（账号为0127000100000818940）

转出资金130,000,000,000越南盾至越南技商银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用于购买定期存款等低风险理财行为，该笔资金从工行河内分

行越南盾专户转出后，公司、子公司香港兴瑞、孙公司越南兴瑞与工行

河内分行及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将解除对该部分募集资金的监管义务

（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将继续进行监管）， 该部分募集资金将由公司、孙

公司越南兴瑞与越南技商银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共同进行监管。

近日，公司、子公司香港兴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该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公司、子公司香港兴瑞、孙公

司越南兴瑞、 工行河内分行、 国海证券 （该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二》；公司、孙公司越南兴瑞、越南技商银

行、国海证券（该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

甲方一：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甲方二为

甲方一全资子公司，以下共同称“甲方” ）

乙方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乙

方一” ）

乙方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二” ，

乙方一和乙方二共同称“乙方” ）

丙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本协议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

为依据制定。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

修订）》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二已在乙方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 该监管账户为离岸账

户，账号为 11443690004709，截至 2019年12月16日，监管账户余额为1,

000万美元（不含利息）。该监管账户只能接收来自甲方一在上海浦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慈 溪 支 行 开 立 的 账 号 为

94120078801900000409募集资金账户等值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增资资

金。

甲方一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的募

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用途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

溪支行负责审核和监管。除前述账户外，甲方二的资金监管账户不得接

收来自其他账户的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该监管账户余额1,000万

美元仅用于 向 甲 方 二 在 越 南 投 资 设 立 的 子 公 司（SUNRISE�

TECHNOLOGY（VIET� NAM）COMPANY� LIMITED，中文名为兴

瑞科技（越南）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款由甲方二开立在乙方二的资金监管账户全部划至

SUNRISE� TECHNOLOGY （VIET� NAM）COMPANY� LIMITED账

户 （银 行 账 号 ：0127000100000819168， 银 行 名 称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 Ltd., � Hanoi� Branch， 银行识别码 ：

ICBKVNVNXXX）。非乙方原因导致的汇划失败或退汇情况，乙方仅

需向甲方告知相关信息，后续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二、甲方二在此确认，在向乙方申请增资款资金汇划时，应向乙方

至少提交以下资料：1、 加盖预留印鉴的汇划申请书； 2、 对兴瑞科技

（越南）有限公司投资行为监管的批准件（包括但不限于中方以及越

方相关批准件）或甲方一的上市公司公告等证明文件，以作为乙方审

核的依据。乙方有权根据独立原则进行审核和决定，且对甲方提交的材

料只进行形式审核。

三、甲方理解并同意，乙方有权根据适用的反洗钱法律法规规定及

内部管理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监管资金所涉及的交易进行洗钱评估，并

在发现存在洗钱风险时，有权不经事先通知，直接限制、暂停全部或部

分资金监管及汇划服务。

四、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

五、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

订）》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

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存储情况。

六、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琢、覃涛可以随时到乙方一

查询、复印甲方监管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监管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一查询甲方监管账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一查询甲方监管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七、乙方按月（每月 7� �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

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八、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监管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

过1,000万元人民币（等值外币）或该监管账户资金总额5%的，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监管账户的支出清单。

九、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

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十、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监管

账户大额支取情况（即本协议第八条所约定的支取情形），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监管账户情形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监

管账户。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乙方二加盖离岸业务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

效， 至监管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注销该账户与丙方督导期（2020

年12月31日）结束孰早时点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一、乙方二、丙方各持

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一

份留甲方备用。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含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

讼管辖。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二》

甲方一：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NINGBO�

SUNRISE� ELC� TECHNOLOGY� CO.,LTD）

甲方二：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甲方二为甲方一全资子公司，英

文名称：HONGKONG� SUNRISE� ENTERPRISES� LIMITED）

甲方三：C?NG� TY� TNHH� SUNRISE� TECHNOLOGY�（VI?T�

NAM）（甲方三为甲方二的全资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共同

称“甲方” ）

乙方：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HANOI� CITY� BRANCH（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本协议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 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

为依据制定。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

修订）》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2019年4月2日，甲、乙、丙三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前次三方监管协议” ），前次三方监管协议约定了前

次1,000万美元的募集资金用途等事项。本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签署，不影响前次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二、甲方三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该 专 户 账 号 为 0127000100000818789 （ 美 元 专 户 ） 和

0127000100000818940（越南盾专户）和0127000100000819292（越南盾

定期存款专户），截至 2019年 12�月 26�日，美元专户时点余额为2,

000,000.00美元， 越南盾专户时点余额为193,213,281,139.00越南盾，越

南盾定期存款专户时点余额为50,000,000,000.00越南盾。该专户仅能接

收甲方一投向甲方二进而由甲方二投向甲方三的募集资金， 不得接收

其他来源的资金；该美元专户、越南盾专户和越南盾定期存款专户仅用

于“年产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目” 和“机顶盒精密

注塑外壳零组件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该专户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交易资料完全符合上述用途， 且能提供相

关证明资料。乙方只负责核对甲方提供的交易资料、划转申请与募集资

金用途是否一致， 不负责进一步核实交易用途是否实际用于 “年产

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目” 和“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

零组件项目” 。 若发生交易用途不符合之情况， 甲方自己承担全部责

任，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项下监管义务的，承担相应责任。

三、甲方一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甲方二、甲方三和乙方需要遵守越南当地的法律法规。

四、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

订）》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

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

的调查与查询（查询收支记录等）。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 、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琢 （护照号为：

EF0752972）、覃涛（护照号为：E11032505）可以（提前1天以邮件或传

真方式将保荐代表人的护照及介绍信通知乙方联系人）到乙方营业柜

台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

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护照。

六、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以电子扫描件

的方式通过乙方联系人的邮箱抄送丙方， 丙方联系人的邮箱地址为

zhouz@ghzq.com.cn和qint@ghzq.com.cn。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七、甲方每一次从专户中办理交易时，应通过乙方远程银行系统上

传指令以及相关支付证明资料。若发生上传不成功、网络事故、系统事

故、文件出错等特殊原因导致甲方无法上传业务资料，甲方可将业务资

料通过其在乙方登记的邮件箱地址发送到乙方指定的邮箱（hnsd@vn.

icbc.com.cn）。乙方审核资料合格之后才给予办理交易。每次从专用户

办理交易之后，乙方在当天以邮件方式通知甲方和丙方。

八、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

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 乙方连续三次未在第五条和第六条所规定的时间向丙方出具

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支取情况（即本协议第七条所约定的支取

情形），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

督导期结束（2020年12月31�日）后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各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一份留甲方备用。本协议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法律），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十二、乙方按每月从甲方三的账号0127000100000818940扣取手续

费，金额为每月200美元（等值越南盾）。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

甲方一：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根据甲方一、 甲方二、 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ONGKONG� SUNRISE� ENTERPRISES� LIMITED）、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 HANOI� CITY�

BRANCH、 丙方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编号：ICBC.

GSTK.2019.118）， 甲方二已在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HANOI� CITY� BRANCH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包括账号为0127000100000818940（越南盾专户）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

号为 （越南盾专户），截至 年 月 日，专户余额

为 越南盾 （不含利息）。 该专户将仅接受由甲方二在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 HANOI� CITY� BRANCH 开 设 的 账 号 为

0127000100000818940（越南盾专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入的募集资

金；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年产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

目” 和“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件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该

专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乙方负责将该专户的交易信息及时通知甲方

和丙方。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国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越南相关法律法规。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

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

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查询收支记录等）。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琢 （护照号为：

EF0752972）、覃涛（护照号为：E11032505）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五、乙方按月（每月7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丙

方联系人的邮箱地址为zhouz@ghzq.com.cn和qint@ghzq.com.cn。 乙方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

导期结束（2020年12月31日）后失效。

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二》

3、《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25� � � �证券简称：新华传媒 编号：临2020-002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出售闲置房产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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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全资孙公司上海新华

传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传播” ）持有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秀

路1536弄114号联列住宅（建筑面积274.45㎡）以评估值1,578.09万元为依据通过

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值（以国资备案为准），处置价

格以实际成交价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公开挂牌出售闲置房产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16）。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1月16日，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上述房产项目（项

目编号为GR2019SH1001887）公告期届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在不变更挂牌

条件的前提下，该项目自2020年1月17日起进入延期挂牌阶段。公司将视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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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72� � �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20-001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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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详见《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和《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 批准公司就回购注销完成、减

少注册资本等事宜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及备

案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4359126X2

名 称：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郭村仙宁路2号

法定代表人：江淦钧

注册资本：91237.003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7月15日

营业期限：2003年07月1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家具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

台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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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