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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0-临002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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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19年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增加5,85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53.56%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10,921.56万元）相比，将增加5,85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53.56%左

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9,076.57

万元）相比，将增加5,366万元左右，同比增加59.12%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21.5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076.57万元。

（二）每股收益：0.0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在原材料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下，公司持续围绕“三降一升一控”

深度挖潜，优化管控模式，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降本增效成果明显，实现经营利

润的快速增长。其中，不干胶板块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内部管理优化和市场拓展

突出，保持业绩的稳定增长，进一步提升公司整理经营业绩水平。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预计的业绩仅为初步核算的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886� � �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2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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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祖股份” 或” 公司” )于2019年

1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向参股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披露的《元祖股份关

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56）。

2020年1月1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公司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披露

的 《元祖股份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0-001）。

元祖股份以自有资金向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祖梦

世界” ）增资4,000.00万美元（其中2,000.00万美元作为元祖梦世界的注册资本，

2,000.00万美元作为资本公积，按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7.00计算，折合人民币

28,000.00万元）。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

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项目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19]第0831号），以2019年9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元祖梦世界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72,633.88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增资

前元祖梦世界整体评估值定为人民币172,633.88万元，增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

有元祖梦世界30.45%的股份。

根据《元祖投资有限公司、元祖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此次向参股公司增资事项

已满足生效条件，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生效。

备查文件目录

1、元祖投资有限公司、元祖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元祖梦世界置业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87� � �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闭湛江店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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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8号一上市公司从事零售相关业务》等相关规定，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关闭湛江店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湛江店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45号，2011年9月23日开

业， 2019年12月31日停业关闭，关闭原因是由于受市场环境下行及竞争加剧等

因素影响，经营状况不如预期且转型困难。

关闭湛江店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关闭湛江店有利于减少亏损门店对公司业绩及长期发展的影响， 优化公

司门店结构。在关闭处置湛江店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由此产生的对业主和

租户的赔偿，员工补偿及其他费用支出，经测算，影响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3809万元。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14� � �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0-001

债券代码：112931� � � �债券简称：19渝债0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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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19

年

1-12

月

）

上年同期

（

2018

年

1-12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22,000

万元

～28,600

万元 盈利

：

2,51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773.71%～1,035.8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2607～0.3390

元 盈利

：

0.0298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房地产结转规模及毛利率同比上升、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上升，导致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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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85� � � �证券简称：淮北矿业 编号：临2020一010

债券代码：110065� � � �债券简称：淮矿转债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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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69号）核准。淮北矿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淮矿转债，债券代码：110065）27,574,000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

年，发行总额275,74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淮北矿业集团” ）配售淮矿转债13,780,000张（合计137,800万元），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9.97%。

2020年1月13日，公司控股股东淮北矿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减持淮矿转债2,757,40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1月1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淮北矿业关于控股

股东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9）。

2020年1月17日，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淮北矿业集团通知， 淮北矿业集团于

2020年1月16日、2020年1月1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减持淮

矿转债1,130,000张、1,627,400张，合计2,757,40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具体

变动明细详见下表：

持有人名称

本次减持前

持有数量

（

张

）

本次减持前

占发行总量

比例

（

%

）

本次减持

数量

（

张

）

本次减持占

发行总量比

例

（

%

）

本次减持后

持有数量

（

张

）

本次减持后

占发行总量

比例

（

%

）

淮北矿业集

团

11,022,600 39.97 2,757,400 10 8,265,200 29.97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2020－002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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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总裁陈强兵先生提名，公司决定聘任张成雨

先生、李俊毅先生、吴平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其个人简历见附件1。上述被聘任

人员的任期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2017年6月8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股票期权的授予、行权、注销及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工作，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9年8月29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用友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股票期权的授予、行权、注销及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和回购工作，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王莉等27人发生了《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

规定的激励对象发生变动或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情形，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决定作废上述27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94,399份，及

回购注销上述2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7,198股。 上述27人具

体情况见附件2。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冯大鹏1人发生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

定的激励对象发生变动或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情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决定作废上述1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7,670份， 及回购

注销上述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830股。上述1人具体情况见

附件3。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成雨先生，硕士学历。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开发经理、部门经理、开发

总监、U8研发中心总经理、营销云产品运营部总经理、云平台BG研发总经理、副

总裁等职务。

李俊毅先生，本科学历。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产品部

经理、NC产品本部总经理、U8Cloud产品部总经理、NCCloud产品本部总经理、助

理总裁、副总裁等职务。

吴平先生，本科学历。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分公司总经理、企业管理部总经

理、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附件2： 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人员

名单（2017年授予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号

作废股票期

权的份数

（

份

）

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股数

（

股

）

王莉

62010XXXXXXXXXX

622

A27XXXXX07 20955 10479

何学斌

51070XXXXXXXXXX

51X

A40XXXXX57 25350 12675

高俊龙

22018XXXXXXXXXX

211

A85XXXXX27 15210 7605

谢庆松

13112XXXXXXXXXX

099

A85XXXXX19 3381 1689

池陈清

35012XXXXXXXXXX

898

A55XXXXX11 16224 8112

张鑫芬

33021XXXXXXXXXX

462

A85XXXXX19 7773 3888

谢辉

12010XXXXXXXXXX

013

A59XXXXX60 10479 5238

杜毅恒

42010XXXXXXXXXX

818

A10XXXXX69 2703 1353

臧伟华

41112XXXXXXXXXX

013

A46XXXXX25 19605 9801

王成岩

12010XXXXXXXXXX

112

A24XXXXX42 16224 8112

张照宇

13070XXXXXXXXXX

511

A85XXXXX53 3042 1521

张楠

23020XXXXXXXXXX

014

A85XXXXX35 5745 2874

谷振宇

41300XXXXXXXXXX

511

A85XXXXX47 4056 2028

吴泓

45010XXXXXXXXXX

060

A35XXXXX88 3381 1689

洪毅

34070XXXXXXXXXX

534

A34XXXXX51 15549 7773

解继英

14242XXXXXXXXXX

510

A65XXXXX92 4056 2028

任燕

42011XXXXXXXXXX

186

A34XXXXX56 16224 8112

喻程

42092XXXXXXXXXX

05X

A44XXXXX07 6423 3210

岳伟龙

41041XXXXXXXXXX

519

A46XXXXX41 13182 6591

王洪祥

37108XXXXXXXXXX

518

A85XXXXX96 5070 2535

郝志国

22240XXXXXXXXXX

097

A53XXXXX08 16224 8112

侯俐至

14243XXXXXXXXXX

326

A85XXXXX82 9801 4902

王卫波

37100XXXXXXXXXX

017

A67XXXXX46 6423 3210

刘铱煌

35012XXXXXXXXXX

196

A85XXXXX44 2703 1353

王亚宾

41108XXXXXXXXXX

692

A15XXXXX94 6423 3210

姚瑶

13040XXXXXXXXXX

52X

A85XXXXX70 5070 2535

刘永强

42010XXXXXXXXXX

819

A64XXXXX96 33123 16563

合计

294399 147198

附件3： 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人员

名单

（2019年授予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号

作废股票期

权的份数

（

份

）

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股数

（

股

）

冯大鹏

51118 XXXXXXXXXX

912

A44XXXXX93 27670 13830

合计

27670 13830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2020-003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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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以书面议案方

式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以书面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王莉等27人发生了《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

规定的激励对象发生变动或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情形，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决定作废上述27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94,399份，及

回购注销上述2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7,198股。 上述27人具

体情况见附件1。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冯大鹏1人发生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

定的激励对象发生变动或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情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决定作废上述1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7,670份， 及回购

注销上述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830股。上述1人具体情况见

附件2。

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同意公司作废王莉等27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

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94,399份， 并回购注销上述2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147,198股；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作废冯大鹏1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7,670份，并

回购注销上述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830股； 公司董事会审

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等

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1： 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人员

名单（2017年授予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号

作废股票期

权的份数

（

份

）

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股数

（

股

）

王莉

62010XXXXXXXXXX

622

A27XXXXX07 20955 10479

何学斌

51070XXXXXXXXXX

51X

A40XXXXX57 25350 12675

高俊龙

22018XXXXXXXXXX

211

A85XXXXX27 15210 7605

谢庆松

13112XXXXXXXXXX

099

A85XXXXX19 3381 1689

池陈清

35012XXXXXXXXXX

898

A55XXXXX11 16224 8112

张鑫芬

33021XXXXXXXXXX

462

A85XXXXX19 7773 3888

谢辉

12010XXXXXXXXXX

013

A59XXXXX60 10479 5238

杜毅恒

42010XXXXXXXXXX

818

A10XXXXX69 2703 1353

臧伟华

41112XXXXXXXXXX

013

A46XXXXX25 19605 9801

王成岩

12010XXXXXXXXXX

112

A24XXXXX42 16224 8112

张照宇

13070XXXXXXXXXX

511

A85XXXXX53 3042 1521

张楠

23020XXXXXXXXXX

014

A85XXXXX35 5745 2874

谷振宇

41300XXXXXXXXXX

511

A85XXXXX47 4056 2028

吴泓

45010XXXXXXXXXX

060

A35XXXXX88 3381 1689

洪毅

34070XXXXXXXXXX

534

A34XXXXX51 15549 7773

解继英

14242XXXXXXXXXX

510

A65XXXXX92 4056 2028

任燕

42011XXXXXXXXXX

186

A34XXXXX56 16224 8112

喻程

42092XXXXXXXXXX

05X

A44XXXXX07 6423 3210

岳伟龙

41041XXXXXXXXXX

519

A46XXXXX41 13182 6591

王洪祥

37108XXXXXXXXXX

518

A85XXXXX96 5070 2535

郝志国

22240XXXXXXXXXX

097

A53XXXXX08 16224 8112

侯俐至

14243XXXXXXXXXX

326

A85XXXXX82 9801 4902

王卫波

37100XXXXXXXXXX

017

A67XXXXX46 6423 3210

刘铱煌

35012XXXXXXXXXX

196

A85XXXXX44 2703 1353

王亚宾

41108XXXXXXXXXX

692

A15XXXXX94 6423 3210

姚瑶

13040XXXXXXXXXX

52X

A85XXXXX70 5070 2535

刘永强

42010XXXXXXXXXX

819

A64XXXXX96 33123 16563

合计

294399 147198

附件2： 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人员

名单

（2019年授予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号

作废股票期

权的份数

（

份

）

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股数

（

股

）

冯大鹏

51118 XXXXXXXXXX

912

A44XXXXX93 27670 13830

合计

27670 13830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2020－00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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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1

月1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

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161,028元

（实际减资数额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准的金额

为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该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以上

回购注销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债权申

报事项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用友产业园（北京）中区8号

楼A座401室

2、邮编：100094

3、联系人：管曼曼

4、联系电话：010-62438028

5、传真：010-62436639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编号：临2020-005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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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用友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70,8585,869股，占公司总股

本28.30%，本次解除质押25,758,896股后，北京用友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

押数量为290,577,088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41.01%，占公司总股本的11.60%。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

股

）

25,758,896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

3.6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1.03

解质时间

2020

年

1

月

15

日

持股数量

（

股

）

708,585,869

持股比例

（

%

）

28.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290,577,08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

41.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11.60

二、其他情况

经与北京用友科技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有后续质押计划，待该计划确

认后，北京用友科技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予以披

露。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116� � � �证券简称：天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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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奈科技” ）预计

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528.24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

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769.75万元左右，同比增加71%左右。

2、公司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10,062.4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562.53万

元左右，同比增加55%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11,528.24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769.75万元

左右，同比增加71%左右。

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062.40万元左

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562.53万元左右，同比增加55%

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758.4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499.87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同向上升，主

要原因如下：

（一）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和政策环境变化，加大对新品的研发，不断优化产

品结构，产销规模扩大；同时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严控成本，整体毛利率有所提

升。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的特许权使用收入予以

确认。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357� � �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0-002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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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2020年1月17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鉴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李光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原独立董事吴可方先生的辞职，为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决

策支持作用，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的

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下设的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名称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吴可方

、

王瞻

、

赵博群 吴可方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瞻

、

吴可方

、

赵博群 王瞻

调整后：

名称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李光宇

、

王瞻

、

赵博群 李光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瞻

、

李光宇

、

赵博群 王瞻

以上委员任期均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和议事规

则均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其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设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人员的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的条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

职业操守，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的调整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符合公司股东权益，同意公司本次调整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事宜。

三、 上网公告附件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0-008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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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6日接到控股股

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 )的通知，为完善和优化企业管

理结构，横店控股的股东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向相关方转让其持有的横店控

股股权，并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变更基本情况

1、变更前，横店控股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140,000 70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60,000 30

合计

200,000 100

2、变更后，横店控股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140,000 70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0,000 20

横店有限公司

20,000 10

合计

200,000 100

二、相关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1、股权结构变更前，横店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股权结构变更后，横店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GP为普通合伙人，LP为有限合伙人。

三、横店控股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横店有限公司系横店控股核心管理人员的持股平台，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的投资平台。本次控股股东

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

为横店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

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事项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