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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20】第9号文件（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遵照问询函的要求及时组织

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回复说明内容公告如下：

2020年1月14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广东

证监局对你公司现场检查后发现若干违规问题，主要涉及信息披露、财务核算、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方面，出具了《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鲁楚平、徐海明、熊杰明、伍小

云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警示函》” ）。

一、《警示函》指出，你公司未在2018年年报中披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的发生情况，涉及

金额为累计购买14.08亿元、累计赎回14.17亿元、期末余额为零。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补充披露2018年度内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发生额、未到期余额及逾期未收回金额情况。

回复：

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17年修订）》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在2018年年报中补充披露了2018年度内委托理财的

资金来源、发生额、未到期余额及逾期未收回金额情况，具体补充更正情况如下：

第五节 重大事项

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3、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概况：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9,280.00 0.00 0.0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50,000.00 0.00 0.00

合计

89,280.00 0.00 0.00

注： 1、按照类型披露的委托理财发生额，指在报告期内该类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即

在报告期内单日该类委托理财未到期余额合计数的最大值。

针对以上2018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内容，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2018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二、《警示函》指出，你公司在财务核算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你公司孙公司山东通洋

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通洋” ）与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聊城中通” ）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如装有该批货物的新能源车辆无法足额申领地方补贴

款，差额部分由山东通洋承担。山东通洋在2018年底向聊城中通交付全部货物并确认了4.12亿

元收入，但截至2019年11月30日，山东通洋仅收到预付款3,000万元，余款4.48亿元尚未收到，你

公司存在收入确认不合规的情形。 （2） 你公司子公司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电驱动” ）自2017年开展汽车通用底盘、燃料电池等相关业务，该部分业务不属于你公

司2016年收购上海电驱动所形成商誉的相关资产组。 但你公司对收购上海电驱动所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未辨识并剔除该部分业务对应的资产组，导致2017年年度报告中商誉减值

损失的计算过程存在错误。 （3）你公司还存在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在

建工程未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个别科目会计核算错误及列报错误等情形。 请说明上述问题

对你公司前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对涉及前期会计差错的及时更正并说明相关金额调整的原

因。

回复：

1、2018年度收入确认不合规、2017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准确、2018年度在建工程未及

时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及在建工程未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等四个问题对公司财务数据

的影响如下：

（1）对公司2017-2018年度的净利润影响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影响科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

收入确认不合规

营业收入

-41,224.14

营业成本

-40,934.87

2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准确 资产减值损失

-636.30 636.30

3

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 营业成本

226.39

4

在建工程未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88.20

5

合计影响净利润

151.95 -636.30

6

当期净利润

-239,684.44 44,888.92

7

合计影响净利润占当期净利润的比率

-0.06% -1.42%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企业不需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的期初数，但应调整发现当期与前期相同的相关项目。 公司对上述不重要的前期差错事项

不予追溯调整，在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时对《警示函》涉及事项进

行调整。

（2）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 影响金额

1

营业收入

-41,224.14

2

营业成本

-40,708.48

3

资产减值损失

88.20

4

净利润

-484.35

2、 财务报表个别科目会计核算错误及财务报表部分科目及附注列报错误对报告期的净

利润无影响，相关调整说明如下：

（1） 大洋电机2018年年报将上海电驱动控股子公司江苏易行车业有限公司厂区土地项

目5,215.91万元计入“在建工程”科目，该款项实际为预付的土地使用权购置款，应计入“预付

账款”科目，公司相应调整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

（2）一是大洋电机未对2018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内部往来款进行抵销，导致合并

现金流量表中“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科目多计72.38万元。 二是公司子公司中山新能源巴士

有限公司与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发生车辆质量纠纷诉讼导致两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冻结资金余额合计142.58万元，公司2018年年报未剔除此部分受限的货币资

金，导致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多计142.58万元。三是公司向劳务派遣

人员支付的酬劳未通过应付职工薪酬核算，导致2018年财务报告附注中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发

生额少计1,144.68万元。 四是公司2018年财务报告其他应付款附注披露公司应付杨某信、杨某

辉一年以上往来款余额分别为1,334.53万元和999.30万元，而实际余额分别为1,014.55万元和1,

324.53万元。 其中第一项与第二项相应调整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 第三项与第四项调整

2018年度财务报告附注，同时对《2018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更正，详见公司于2020

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补充更正后的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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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中部分数据及

内容披露有误 ，现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一、“第五节 重大事项” 之“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3、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

管理情况”中的“（1）委托理财情况”

原文为：

（1）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现更正为：

（1）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概况：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9,280.00 0.00 0.0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50,000.00 0.00 0.00

合计

89,280.00 0.00 0.00

二、“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中的“31应付职工薪酬”

原文为：

31、应付职工薪酬

（1）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

、

短期薪酬

121,932,417.40 1,079,634,583.24 1,054,364,309.79 147,202,690.85

二

、

离职后福利

-

设定提存计划

7,755,348.71 63,195,979.00 62,715,331.37 8,235,996.34

三

、

辞退福利

3,863,730.00 3,863,730.00

五

、

员工福利金计划

67,332,814.05 3,170,694.15 70,503,508.20

合计

197,020,580.16 1,149,864,986.39 1,120,943,371.16 225,942,195.39

（2）短期薪酬列示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工资

、

奖金

、

津贴和补贴

87,517,489.70 957,651,550.77 938,780,610.10 106,388,430.37

2、

职工福利费

50,340,733.77 48,142,924.35 2,197,809.42

3、

社会保险费

1,640,847.63 37,538,660.21 37,518,601.99 1,660,905.85

其中

：

医疗保险费

1,275,958.37 31,451,630.68 31,153,795.59 1,573,793.46

工伤保险费

161,617.31 3,077,050.08 3,208,993.45 29,673.94

生育保险费

203,271.95 3,009,979.45 3,155,812.95 57,438.45

4、

住房公积金

454,189.39 24,016,765.12 23,935,276.52 535,677.99

5、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32,319,890.68 10,086,873.37 5,986,896.83 36,419,867.22

合计

121,932,417.40 1,079,634,583.24 1,054,364,309.79 147,202,690.85

现更正为：

31、应付职工薪酬

（1）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

、

短期薪酬

121,932,417.40 1,091,081,377.73 1,065,811,104.28 147,202,690.85

二

、

离职后福利

-

设定提存计划

7,755,348.71 63,195,979.00 62,715,331.37 8,235,996.34

三

、

辞退福利

3,863,730.00 3,863,730.00

五

、

员工福利金计划

67,332,814.05 3,170,694.15 70,503,508.20

合计

197,020,580.16 1,161,311,780.88 1,132,390,165.65 225,942,195.39

（2）短期薪酬列示

单位： 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工资

、

奖金

、

津贴和补贴

87,517,489.70 969,098,345.26 950,227,404.59 106,388,430.37

2、

职工福利费

50,340,733.77 48,142,924.35 2,197,809.42

3、

社会保险费

1,640,847.63 37,538,660.21 37,518,601.99 1,660,905.85

其中

：

医疗保险费

1,275,958.37 31,451,630.68 31,153,795.59 1,573,793.46

工伤保险费

161,617.31 3,077,050.08 3,208,993.45 29,673.94

生育保险费

203,271.95 3,009,979.45 3,155,812.95 57,438.45

4、

住房公积金

454,189.39 24,016,765.12 23,935,276.52 535,677.99

5、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32,319,890.68 10,086,873.37 5,986,896.83 36,419,867.22

合计

121,932,417.40 1,091,081,377.73 1,065,811,104.28 147,202,690.85

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中的“33其他应付款”

原文为：

（3）其他应付款

2）账龄超过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Pound Ocean 31,716,247.36

往来款

股权激励款

24,001,299.30

杨逸信

13,345,332.04

往来款

杨锦辉

9,993,030.22

往来款

广州氢松用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670,000.00

保证金

合格供应商保证金

2,250,000.00

押金

合计

86,975,908.92 --

现更正为：

（3）其他应付款

2）账龄超过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Pound Ocean 31,716,247.36

往来款

股权激励款

24,001,299.30

杨逸信

10,145,473.59

往来款

杨锦辉

13,245,332.04

往来款

广州氢松用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670,000.00

保证金

合格供应商保证金

2,250,000.00

押金

合计

87,028,352.29 --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2018年年度报告》 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 《2018年年度报

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对《2018年年度报告》的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0-005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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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目前公司研发的可用于超级电容的隔膜纸基制品处于样品开发和试制阶段， 该产品

未来对公司收入规模及利润的影响尚不明确； 公司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航天级高分子柔性屏

膜材料正在研发阶段，研发难度较大，该产品最终能否研发成功并形成批量生产尚不明确。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股票在2020年2月21日、

2020年2月24日和2020年2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

务仍为面向轨道交通、汽车、风力发电、特种装备等领域的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及工程化推广应

用。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征询及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根据公司近期关注到的市场上有关传闻，经公司自查后，现说明如下：

1、公司2017�年 8�月 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高性能芳纶材料及制品产业化

项目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时代华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建年产3200�吨芳纶材

料及制品、电容隔膜材料及水处理基材生产基地。其中可应用于超级电容的隔膜纸基制品目前

正处于样品开发和试制阶段，暂时没有投入市场应用。

2、公司参股子公司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华鑫）应用于折叠

屏手机的航天级高分子柔性屏膜材料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暂时没有投入市场应用。公司已于

2019年12月19日完成出售时代华鑫65%股权，时代华鑫作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

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风险提示

（一）目前公司研发的可用于超级电容的隔膜纸基制品处于样品开发和试制阶段，该产品

未来对公司收入规模及利润的影响尚不明确； 公司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航天级高分子柔性屏

膜材料正在研发阶段，研发难度较大，该产品最终能否研发成功并形成批量生产尚不明确。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42,6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367万元；

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披露了公司 《2019年度业绩预盈公告》，2019年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4,000万元至6,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70,000万元到-65,000万元。

（三）公司于披露《2019年度业绩预盈公告》当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株洲时代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56号），因问询函所

涉及的财务数据需经审慎核实并履行审计程序后由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公司暂未完成对

问询函的回复。公司已于2020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业绩预盈

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3）。

（四）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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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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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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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江苏雷科防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130,658,658.36 994,005,467.25 13.75%

营业利润

187,184,821.64 170,240,313.21 9.95%

利润总额

193,712,223.14 171,437,058.40 1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776,502.41 136,277,594.00 4.7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3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 3.65% 0.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4,530,739,508.84 4,542,827,154.82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07,960,906.33 3,904,680,686.64 -7.60%

股 本

1,081,167,450.00 1,139,746,650.00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34 3.43 -2.62%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3,065.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75%；营业利润18,

718.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5%；利润总额19,371.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9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277.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7%。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平稳有序，依托于公司的综合优势以及完整的产业化布局，通

过进一步整合下属各公司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协同作用，在

保持军品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积极拓展民品市场，实现各项业务稳步发展。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5.31亿元，较期初下降0.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36.08亿元，较期初下降7.60%；每股净资产为3.3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2%；资产负债率

18.31%，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最

终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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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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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0年2月21

日、2月24日、2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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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股份变动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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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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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5日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增加浦发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0年2月26日起，本公司增加浦发银

行为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

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浦发手机银行APP、网上银行“普发活期宝” 平台办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

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浦发银行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0647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A

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二、重要提示

1.浦发银行目前仅在手机银行APP、网上银行“普发活期宝” 平台开通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

的申购、赎回业务，销售渠道如有调整，以浦发银行最新业务规则为准。

2.浦发银行暂不开通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浦发银行今后如开

通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浦发银行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浦发银行。

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浦发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郑杨

联系人：陆怡

联系电话：021-61616191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传真：021-63604196

网址：www.spdb.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

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

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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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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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2月21

日、2月24日连续涨停，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2020年2月25日公

司股票再次涨停。 由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现将有关风险提

示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热点概念涉及事项相关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苎麻纺织品生产和销售，公司目前不具备医用

口罩的生产条件，也未取得医用口罩生产许可，目前医用口罩也未投

入生产。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的市盈率较高。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

盈率显示，截至2020年2月25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89.28，公司市盈率

明显高于同行业市盈率水平。 换手率为17.71%，换手率较高，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亏损风险

公司2019年度存在业绩亏损的风险。 根据公司2020年1月21日发

布的《华升股份2019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临2020-002），经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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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

300万元到-6,2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净利润为-5,600万元

到-6,500万元。

公司近期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

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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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10月8日，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 ）与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拟进行吸收合并事项，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7）和《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由于上述吸收合并事项

触发了中航国际对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中航国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提交了《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一天虹商场股

份有限公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2019年12月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第192612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依法对中航国际提交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中航国际就有关问

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

见。由于反馈意见涉及的问题需进一步落实，预计无法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在30个工作

日内完成回复工作，中航国际于2020年1月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延

期回复反馈意见的申请》，申请延期至2020年2月27日前对反馈意见予以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1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延

期回复豁免要约收购反馈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现中航国际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检查和落

实，回复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关于豁免要约收购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航国

际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反馈意见

回复材料。

本次中航国际要约收购义务豁免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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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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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2月20日、21日、24日、25

日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大，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

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于市场传闻的说明

近期，公司关注到市场上有公司与华为合作的相关传闻，现说明如下。 公司与华为的合

作模式为大视频领域的项目技术开发， 具体为向其提供智能机顶盒及智能电视内置视频业

务软件的应用开发服务。 2019年，公司与华为相关的收入约占公司收入总额的2%（相关数据

未经审计），除前述视频业务外，无其他相关收入。 公司与华为相关业务占比较小，对公司业

绩影响较小。

二、市盈率偏高风险

公司市盈率水平已显著高于行业市盈率。截至2020年2月25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数据显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滚动市盈率70.69倍，公司股票滚动

市盈率301.78倍。 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三、大客户依赖风险

公司对运营商的销售比例偏高。 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前五大客户实现的营业收入占营

业总收入的比重为76.72%，公司主要客户相对集中，存在一定的客户相对集中风险。公司需要

进一步拓展客户类型，扩大产业链覆盖范围，建立全产业链的客户结构，以此提升自身的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视频软件行业技术和产品更新迭代较快， 同行业领先厂商在可预计的未来

将继续保持对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投入。 公司如果不能快速提高研发成果转化，迅速响应

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将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近期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