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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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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1日、2020年5月8日

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法

定代表人和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月 14�日和 2020�年 5�月 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近日，公司已经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

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工商变更相关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唐越峰 刘连伟

注册资本 17880.6万元整 26820.9万元整

除以上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其他登记事项不变。变更后，营业执照内容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43938892R；

公司名称：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刘连伟

注册资本：26820.9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2日

营业期限：2002年12月02日至******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超纤材料，PVC、PU人造革，胶膜，塑胶制品（涉及专项审批的项目

经批准后方可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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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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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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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每股转增股份0.38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4 － 2020/6/5 2020/6/8 2020/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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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0,332,6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1.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8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0,332,

650元，转增57,126,40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07,459,057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4 － 2020/6/5 2020/6/8 2020/6/5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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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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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扣税说明

（1）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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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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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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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

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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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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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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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90元。

（3）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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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发现金红利为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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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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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

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

股人民币0.90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

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12,749,450 42,844,791 155,594,24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7,583,200 14,281,616 51,864,816

1、A股 37,583,200 14,281,616 51,864,816

三、股份总数 150,332,650 57,126,407 207,459,057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207,459,057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1.90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3-82283307

特此公告。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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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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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20� 年 4月 28日以

“2020-014” 号公告披露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网址：www.cninfo.com.cn）。其中，因工作

人员疏忽，在第3页公司基本情况部分股本及股东情况中，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有误，现做出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原披露：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8,0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8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现更正为：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8,0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0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除以上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9年业绩产生影响。因本次

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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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6日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528,139,

6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07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晓楠 刘庆坤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传真 07506103091 07506103091

电话 07506109778 07506107981

电子信箱 lxn000782@163.com liu00078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锦纶6切片和纺丝的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切片、复丝、弹力丝等。切

片可广泛用于用于各种用途的民用长丝、高速纺丝、常规纺丝、复合纺丝和短纤纺丝；可用作

尼龙吹膜、流延膜、双向拉膜；可注塑用于电子、电器、机械、玩具、汽车等行业的相应制作；还

可用于改性材料基体。纺丝产品可用作织带、制纱和各种喷气、喷水织机作经、纬纱及经编机、

纬编机、梭织机用纱。

公司的经营业绩主要通过控制成本，研发各种差异化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适用性和附

加值，以提高利润率。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与上一报告期相比，并无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2,986,546,203.12 3,813,289,834.11 -21.68% 3,558,712,44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79,928.84 37,290,907.39 -33.28% 35,000,98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6,480,711.55 34,500,367.34 -350.67% 29,193,38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577,886.37 247,478,172.87 -29.86% -253,833,57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2.61% -0.89% 2.70%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 2,677,822,545.45 2,893,447,332.22 -7.45% 2,893,447,33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5,154,170.91 1,437,629,885.03 -0.17% 1,437,629,885.0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00,628,668.56 750,437,964.37 737,156,714.18 698,322,85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3,648.67 -8,006,473.35 -38,940,205.34 61,592,95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513,001.88 -11,393,863.86 -41,967,037.60 -40,632,81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858,520.23 -8,566,958.26 281,143,387.93 10,859,976.9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04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07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昌盛日电

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33% 154,911,124 81,818,182 质押 153,118,182

吴金兰 境内自然人 3.10% 16,388,605 0

太仓德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 11,079,389 0 质押 10,256,859

郑瑞贞 境内自然人 1.70% 8,980,000 0

薛建新 境内自然人 0.58% 3,088,000 0

史双富 境内自然人 0.56% 2,969,000 0

金红 境内自然人 0.51% 2,700,200 0

于英 境内自然人 0.50% 2,628,000 0

魏一凡 境内自然人 0.42% 2,195,379 0

段瑞庭 境内自然人 0.33% 1,761,3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控股股东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总体来说，2019年全球和中国经济运行维持缓慢增长， 外部经济走势较乏力下整体国内

外终端纺织品服装需求推动力都大多呈现回落，同时中美贸易纷争之下，下游行业需求有明

显放缓，导致公司下游锦纶产品采购量大幅减少，切片市场需求下降，此外行业内产能集中释

放，行业价格竞争激烈，切片市场合约定价不断下降，部分现货低价货源持续冲击，整体经营

利润下降，切片行业需求低迷，效益普遍下降。

2019年切片产量16.45万吨（其中自用量5.8万吨）、销量10.43万吨，产量同比减少6.66%、

销量同比减少11.9%；纤维丝产量8.43万吨、销量8.04万吨，产量同比增加2.16%、销量同比增加

0.40%；公司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9.86亿元，同比下降21.68%，本期公司产品量价齐跌，产品价差

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跌幅,毛利空间严重压缩，因此，本期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净利润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152.08万元和2,487.99万元, 比同期减少分别为43.68和

33.28%。

本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44.98%，比上年末下降3.9个百分点，资产总额267,782.25万元，比上

年末下降7.45个百分点，净资产147,340.68万元，比上年末下降0.39个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净流入为17,357.79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切片 1,383,962,730.78 -49,654,973.14 3.40% -26.84% -343.14% -5.07%

锦纶丝 1,475,554,884.82 -46,710,662.63 4.92% -17.08% -343.14% -2.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60,125,294.03 263,688,847.57 -77.20% 本期票据贴现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49,035,669.98 0.00 100.00%

应收票据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新

科目

其他应收款 147,022.17 422,620.31 -65.21% 本期收到退回的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166,721,201.16 251,927,940.84 -33.82% 本期投入保理的资金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220,239,987.01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至新科目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57,478,688.23 0.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至新科目及

公允价值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22,180,041.38 -100.00% 支付的设备工程款转入资产

短期借款 109,390,000.00 233,390,000.00 -53.13% 银行短期借款减少

交易性金融负债 1,519,500.00 0.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允价值减少

应付账款 129,513,935.86 254,430,819.08 -49.10% 本期开具信用证减少

预收款项 57,179,740.53 34,399,263.97 66.22% 本期收到客户预付货款增加

应付利息 485,353.96 734,717.22 -33.94% 本期贷款减少，计提利息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5,680,576.13 80,921,997.20 42.95%

本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计提递

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6,374,579.84 95,635,758.22 -106.67%

本期根据新金融准则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将累计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人民币100,978,558.49

元转出至期初留存收益

未分配利润 177,821,073.20 93,209,780.34 90.78%

本期根据新金融准则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将累计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人民币100,978,558.50

元转出至期初留存收益

利息收入 14,042,517.25 5,137,129.46 173.35%

本期增加存入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增加

其他收益 301,600.00 0.00 100.00% 政府支持企业减免增值税

投资收益 18,658,206.38 4,272,347.88 336.72%

本期增加银行股权分红及委贷收到收

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5,532,239.22 0.00 100.00%

本期根据新金融准则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78,687.28 0.00 100.00%

本期根据新金融准则，将预期信用损

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

的损失准备

资产处置收益 6,092.19 -2,168,668.55 100.28% 本期处置资产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904,095.81 2,229,370.32 -59.45% 本期报废处置资产损失减少

所得税费用 37,814,308.29 5,220,635.48 624.32%

本期根据新金融准则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计税

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432,041.83 16,927,507.23 -85.63% 本期出口退税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607,076.99 57,395,396.69 -36.22%

本期经营毛利下降，增值减少，增值税

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3,577,886.37 247,478,172.87 -29.86%

由于本期收入减少，现金流量净额减

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49,530,000.00 1,063,000,000.00 -57.71%

本期收回理财产品及保付代理款发生

额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9,178,253.54 4,414,989.39 334.39% 本期收到银行股权分红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5,177,960.66 52,578,199.85 -33.09% 本期新增设备投入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421,000,000.00 1,159,157,264.26 -63.68% 本期减少理财产品及保付代理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585,692.88 -143,616,528.72 108.07%

本期收到银行股权分红及减少支付理

财产品及保付代理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29,894,198.25 508,790,000.00 -54.82% 本期借款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30,000.00 8,596,955.30 -98.49% 本期减少支付筹资费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9,964,412.57 -16,001,805.19 -1212.13%

本期借款金额小于还款金额,净额减

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893,554.71 91,564,618.07 -123.91%

本期借款金额小于还款金额,净额减

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

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

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 批 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

据” 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 事 会

审批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本期金额60,

125,294.03元，上期金额263,688,847.57元；

“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159,812,260.72元，

上期金额151,179,319.65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本期金额

471,998,550.00元，上期金额457,377,200.00元；

“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129,513,935.86元，上期

金额254,430,819.08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本期金额4,083,

525.08元，上期金额231,940,577.90元；

“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51,844,866.68元，

上期金额39,394,448.05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

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本期金额

421,978,550.00元，上期金额411,247,200.00元；

“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81,901,160.35元，上期

金额189,652,789.55元；

（2）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

收款项融资” 项目。比较数据

不调整。

董事会

审

批

“应收款项融资”本期金额49,035,669.98元。 “应收款项融资”本期金额36,846,042.03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

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

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

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董事会

审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220,239,

987.01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增加

220,239,987.01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100,978,

558.49元

留存收益 ： 增加 100,978,

558.49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220,239,

987.01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增加

220,239,987.01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100,978,

558.49元

留存收益 ： 增加 100,978,

558.49元

（2）将“其他流动资产”中1年以内到期

的浮动收益型理财重分类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

董事会

审批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8,53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增加28,

530,000.00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5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增加50,

000.00元

（3）将部分“应收款项” 重分类至“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

审批

应收票据：减少145,461,683.1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145,461,

683.12元。

应收票据：减少132,541,480.74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132,541,

480.74元。

（4）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 计

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董事会

审批

留存收益：减少15,761,070.93元

其他流动资产： 减少16,886,

070.93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1,125,

000.00元

无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

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

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72,257,597.94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72,257,597.9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

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28,53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28,53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63,688,847.5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18,227,164.45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45,461,683.1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51,179,319.6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51,179,319.65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22,620.3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22,620.31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213,860,709.28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96,974,638.3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债务

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权益

工具)

220,239,987.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20,239,987.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 (权益

工具)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24,667,423.51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24,667,423.5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5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5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31,940,577.9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99,399,097.1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32,541,480.7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9,394,448.0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9,394,448.05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10,000.0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1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权益工具)

220,239,987.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220,239,987.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

具)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

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

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

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

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

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1月5日投资设立了青岛美达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本次合并范围。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坚之

2020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9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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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公司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阎磊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阎磊先生由于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由于阎磊先生辞

去董事职务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期间，阎磊

先生将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在尚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由公司董事长付波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阎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3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9%。阎磊先生辞

职后将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所持

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阎磊先生自加入公司以来，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

融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公

司及董事会对阎磊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付波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533-4292288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333号

电子邮箱：longquangd@163.com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8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框架协议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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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新峰管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峰管业” ）收到招标机构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

知书》，确定新峰管业为“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临氢不锈钢、合金钢（含镍基合金）、碳钢

对焊无缝管件采购框架协议项目包2” 的中标人，中标单价合计为人民币423,194,306元。本次

中标项目供货方式为定价不定量，已确定各种规格管件的单价，具体的供货规格、数量及交货

期等以合同履行过程中招标人的实际需要为准。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临氢不锈钢、合金钢（含镍基合金）、碳钢对焊无

缝管件采购框架协议项目包2

2、项目内容：临氢不锈钢、合金钢（含镍基合金）、碳钢对焊无缝管件等，具体的供货规

格、数量及交货期等以合同履行过程中招标人的实际需要为准。

3、招标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化分公司

4、中标单价合计：423,194,306元

5、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6、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招标人发生类似业务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从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框架协议项目

中标单价合计人民币肆亿贰仟叁佰壹拾玖万肆仟叁佰零陆元（￥423,194,306元），约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7.85%， 本项目的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标通知书上提示，新峰管业须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尽快与签约部门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合同签订。

截至本公告日，新峰管业尚未与该项目招标人正式签订合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待签订合同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0-049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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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之股

东韩方如女士的通知， 获悉韩方如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 有关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韩方如 否 1,381.22 18.19 1.11 否 否

2020/5/

27

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融

资

合计 -- 1,381.22 18.19 1.11 -- -- -- -- -- ---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韩方如 7,593.23 6.10 2,070 3451.22 45.45 2.77 0 0 0 0

合计 7,593.23 6.10 2,070 3451.22 45.45 2.77 0 0 0 0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韩方如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也不会产生影

响。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78� � �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20-029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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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襄阳轴承” ）与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 ）签订《智慧园区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 ），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

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框架协议的情况。

一、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为更好地利用襄阳轴承老工业园区的产业基础， 促进老工业园区的蜕变和新工业园产

业转型升级，引入大健康及区域运用、智慧教育、科普营地、高端制造、新能源等科技创新项

目和工研院等研发机构，实现聚能效应，创新合作模式，以期更好地为襄阳及周边区域经济

和产业腾飞助力，襄阳轴承与同方股份本着诚信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强强联合的原

则，于近日签署《智慧园区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 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按公司相关规 章制度的要求，履行了

内部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26793Y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296389.8951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6月25日

法定代表人：黄敏刚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30层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内容；对

外派遣实施与出口自产成套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

密码产品销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设备、电力工

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设备、仪器仪

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生产；水景喷泉制造；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

务（北京以及长春、南昌）；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和维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设备、电力工程机电

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设备的销售及工程安

装；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开发、销售；消防产品的销售；高科技项目的咨询、高新技

术的转让与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城市及道

路照明、电子工程专业承包；室内空气净化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不

含消防子系统）专项工程设计；水景喷泉设计、安装、调试；安防工程（设计、施工）；有线电视

共用天线设计安装；广告发布与代理；船只租赁；工程勘察设计；设计、销售照明器具；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

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同方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利益安排。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同方股份签署类似的协议。

经查询，同方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宗旨

甲乙双方以“长期、全面、务实、市场化” 为合作宗旨，直面挑战、勇于创新，在甲方原有

国家级项目品牌和乙方综合科技孵化的强强联合之下，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

链等技术手段，通过金融、地产和产业资源的有效对接，共同推进甲方新老厂区的转型升级

和经济腾飞。

2、合作内容

甲方确定乙方为甲方智慧园区建设和运营首席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 根据襄阳市整体

规划，编制760多亩老厂区智慧园区运营总体规划和新工业园区新项目引入方案。

甲乙双方将在园区智能化、智慧化和信息化及运营一体化四个领域展开紧密合作，充分

发挥乙方在智慧城市、智慧园区领域的方案能力和技术优势，以运营主导，整体规划和顶层

设计为抓手，与襄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对接，共同将老厂区打造成智慧、绿色、宜居、宜业的大

型综合体项目。

甲乙双方将紧密合作，选择包括成立联合项目组、合资项目公司等多模式的方式进行合

作，以打造示范项目为目标，拓展襄阳及周边城市同类业务。

甲乙双方项目示范将以“产业植入、科技应用、高端制造” 为核心，导入新兴核心产业，

引入增量资金带动存量资产发展，实现双方优势资源的整合，促进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助推

甲方核心产业的持续发展；引导和带动襄阳产业和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成为襄阳的优势产业

资源落地中心和科技创新引擎，造就襄阳产业城市亮点，促进襄阳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

展。

四、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和实施，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促进公司产业结构升级，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后续

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无应披露的其他框架协议；

2、在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均无变动；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2020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上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拟在未来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外，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

七、备查文件

《智慧园区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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