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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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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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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性质为首发后限售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23,219,926股。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0日。

一、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7,

500万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0]789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2,

500万股，并于2010年7月20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0,000万股。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公告书》，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1.公司主要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除

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5%。

2.股东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蒋静、翟慎春承诺：自

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3.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5%。

4.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吴小毛、刘家钰、陈益智、肖世威、陈志刚作为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

以上股东除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蒋静、翟胜春以

外其他股东均为发起人股东。

公司发起人股东在上市前所做出的上述承诺， 是指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股

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每年上市流通不超过15%， 满7年后全部上市流通， 其中， 锁定期满后第1-6年每年上市流通

15%，第7年上市流通10%。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每个年度可转让股份的最高额度，不

得超过《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

上述承诺及承诺注释已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对此

分别发表了无异议的法律意见书和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2012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披露。

此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的解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

司对该等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二、公司限售股解禁情况

1、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1-016）。 公司申请于

2011年7月20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部分或全部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

49人，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8,801,946股，占2011年7月20日公司股本总额的8.8%。

2、公司于2012年8月13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2-021）。公司申请于2012

年8月15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5人，解除限售

股份的总数为4,942,530股，占2012年8月13日公司股本总额的3.8%。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和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分别发表了法律意见书和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在2012年8月13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3、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038）。公司申请于2013

年7月22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9人，解除限售

股份的总数为13,649,997股，占2013年7月17日公司股本总额的10.5%。详见公司在2013年7月1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4、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

司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32）。公司申请于2014年

7月21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9人，解除限售股

份的总数为27,299,999股，占2014年7月7日公司股本总额的10.47%。详见公司在2014年7月16日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5、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

份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40）。 公司申请于

2015年7月23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9人，解除

限售股份的总数为54,599,998股，占2015年7月10日公司股本总额的10.4%。详见公司在2015年7

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6、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

股份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45）。 公司申请于

2017年12月27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人，解除

限售股份的总数为34,829,886股，占公司2017年12月15日股本总额的6.6011%。详见公司在2017

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7、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

股份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41）。 公司申请于

2018年10月19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此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9人，解除

限售股份的总数为54,599,998股，占公司2018年6月30日股本总额的10.3136%。详见公司在2018

年10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8、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

份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49）。 公司申请于

2019年8月5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48,009,966

股，占公司2019年6月30日股本总额的9.0688%。详见公司在2019年8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披露。

三、公司股本送配、转增情况

1、根据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2年5月16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发

布了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7），公司以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10,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3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2年5月23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10,000万股，变更

为13,000万股。

2、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4年4月19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发

布了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1），公司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13,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0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4年4月25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13,000万股，变

更为26,000万股。

3、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发

布了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1），公司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26,123.2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0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5年4月30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26,123.2万股，

变更为52,246.4万股。

4、公司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导致股本增加，截止至2018年2月6日，公司股本数量

为52,940万股。截止至2020年7月6日，公司股本数量为53,073.51万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申请部分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人，持有本公司限售股份共23,219,926股，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招股说明书》中所述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23,219,926股，占公司2020年7月6

日股本总额530,735,100股的4.3751%，不存在股权托管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人；

3、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23,219,926股， 占公司2020年7月6日股本总额的

4.3751%。

4、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公开发行前

持有本公司

股份数①

公开发行前持有股

份数按权益分派后

计算数量 ②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③

备注

1 马孝武 24,353,700 126,639,240 70,791,930 12,663,926

董事长

本次解除限售后，马孝武持

有高管锁定股70,791,930股，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0股

2 林林 8,400,000 43,680,000 23,820,000 4,368,000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本次解除限售后，林林持有

高管锁定股23,820,000股，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0股

3 廖俊德 8,400,000 43,680,000 4,368,000 4,368,000

4 马晓 3,500,000 18,200,000 11,602,500 1,820,000

董事、总经理

本次解除限售后，马晓持有

高管锁定股11,602,500股，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0股

合计 44,653,700 232,199,240 110,582,430 23,219,926

备注：1、 马孝武、 林林、 廖俊德、 马晓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式为： ②=①×（1+30%）×

（1+100%）×（1+100%）；③=②×10%。

2、上述股东均不存在股份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解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诺。

4、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首发后限售股数量变为0股。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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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

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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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3日收到控股股东湖南卓

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 ）通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实际控制人杨

振先生、杨子江先生、肖赛平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部分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形。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进行了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司法轮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

比例

司法轮候冻结执

行人

轮候

期限

冻结开

始日期

原因

卓越投资 是 216,419,200.00 100%

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6

-11

司法轮候

冻结

杨振0035000430 是 116,840,000.00 99.20%

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6

-11

司法轮候

冻结

杨振0181755943 是 937,653.00 0.80%

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6

-11

司法轮候

冻结

杨子江 是 82,440,000.00 100%

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6

-11

司法轮候

冻结

肖赛平 是 70,560,000.00 100%

重庆市南岸区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6

-11

司法轮候

冻结

公司就以上冻结情况向上述相关股东进行核实了解，上述股东近日已收到《重庆市南岸

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08民初5124号之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20）渝0108执保800号，并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电话核实，上述股东股份被轮候

冻结所涉案件均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与罗成钢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财产保全，冻

结申请当事人为罗成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如下：“查封、冻结、扣押被申

请人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杨振、杨子江、肖赛平名下银行存款600万元或其它相应价值的

财产。”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1、杨振先生分两个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17,777,6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2%，其中杨振

先生（0035000430）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了116,84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14%；

杨振先生（0181755943）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了937,653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2、杨子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2,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6%，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

了82,44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16%；

3、肖赛平女士持有公司股票70,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3%，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

了70,56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3%；

4、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216,41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9%，累计被

司法轮候冻结了216,419,2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79%。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沟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复其正对相关事项进行

积极处理， 并承诺将积极与相关申请冻结方进行协商， 争取早日解除对公司股份的轮候冻

结。

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未来被法院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

能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目前，公司日常经营及生产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暂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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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08民初5124号之一；

2、《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渝0108执保800号；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50� � �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0-06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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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代码：002650，证券简称：ST加

加） 股票于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核实，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价异动期间，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5、2020年7月1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振先生、杨子江先生、肖赛平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部分司法轮候冻结

的情形。2020年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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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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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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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0-047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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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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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40.20万元–60,104.22万元

盈利：54,640.2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4381元/股–0.4819元/股 盈利：0.438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

1、肝素产业链受制剂业务驱动业绩快速增长，原料药业务也受益于去年下半年公司与客

户定价模式的调整实现了成本波动的有效传导，毛利率实现大幅上升；CDMO业务收入增长、

毛利额及毛利率增长边际效应显著；

2、公司各项业务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快增长，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加620%-690%；

3、报告期内的非经常性损益中，非流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同期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 但无上年同期公司对君圣泰持股比例下降后确认的57,386.52万元的此类一次性

投资收益。上述因素综合影响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75%-85%。

2020年4月至6月，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10.93-34,574.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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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20年半年度的具体

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200468� � � �证券简称：宁通信B� � � �公告编号：2020-039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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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4900-5700万元 亏损：5752.8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28元/股-0.265元/股 亏损：0.26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公司和上下游企业普遍延迟复工，公司生产销售受到

一定影响，加之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收缩毛利率较低的产业，报告期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公司采取集中采购、控制费用等降本增效措施，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3.报告期净利润中包含的非经常性损益预计为500万元-800万元，主要为相关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支等。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准确的经营业绩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

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展直销柜台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 自2020年7月15日起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开展旗下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35）

二、活动时间

2020年7月15日至2020年8月14日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适用范围内的基金时，申购费率实行0.1� 折的优惠。基金

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基

金招募说明书（更新）规定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费率规定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基金在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业务的手

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本公司的

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本公司网站：www.cryuantafund.com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0-1000-8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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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0-02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苏信托的财务信息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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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81.49%股权的子公司江苏省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将根据《同业

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2007]3号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中汇

交发[2016]347号）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本币市场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汇交公告[2008]61号）的要求,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披露江苏信托截至

2020年6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以及江苏信托2020年1-6月份利润表（未经审计）。公

司现将江苏信托相关资料予以公告（附后）。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序

号 期末数 年初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序

号

期末数 年初数

资产: 1 负债: 2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2 20,416.55 6,663.95 拆入资金 22 1,600,000,000.00 -

存放同业款项 3 121,406,325.34 50,797,646.29 交易性金融负债 23 - -

拆出资金 4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24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5

12,973,206,

122.03

7,209,338,086.35 应付职工薪酬 25 184,629,058.73 159,171,283.5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 - 应交税费 26 209,166,997.86 183,063,785.51

应收账款 7 - - 应付利息 27 4,847,916.67 4,689,583.34

应收利息 8 30,750,407.42 12,382,870.01 其他应付款 28 5,929,797,470.90 2,102,531,032.41

应收股利 9 - - 预计负债 29 - -

其他应收款 10

1,664,481,

562.93

1,682,751,968.57 应付股利 30 - 225,620,196.71

发放贷款 11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 258,882,087.19 266,790,100.1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 264,861,846.38 237,908,048.20 负债合计 32 8,187,323,531.35 2,941,865,981.61

长期股权投资 13

14,383,958,

379.03

14,040,768,

760.54

所有者权益 33 - -

投资性房地产 14 - - 实收资本 34 3,760,336,611.82 3,760,336,611.82

固定资产 15 185,828,548.01 189,504,466.21 资本公积 35 5,677,370,262.11 5,677,370,262.11

在建工程 16 - - 其他综合收益 36 277,429,896.30 277,429,896.30

无形资产 17 7,970,109.46 4,592,110.61 盈余公积 37 3,520,164,371.39 3,520,164,371.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 - - 一般风险准备 38 348,211,729.75 348,211,729.75

其他资产 19 信托赔偿准备 39 1,051,123,940.92 1,051,123,940.92

未分配利润 40 6,810,523,373.51 5,851,547,826.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 21,445,160,185.80

20,486,184,

639.12

资产合计 20

29,632,483,

717.15

23,428,050,

620.7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总计

42 29,632,483,717.15

23,428,050,

620.73

利润表（未经审计）

2020年1-6月

编制单位：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本年累计数

一、营业收入 1 1,242,734,261.79

利息净收入 2 -44,152,100.47

其中：利息收入 3 10,192,677.30

利息支出 4 54,344,777.7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 527,675,279.88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 527,675,279.88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8 689,262,493.2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9 69,547,299.97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列示） 10 32,069.55

其他业务收入 11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2 78,206.07

其他收益 13 291,013.51

二、营业支出 14 138,731,942.52

税金及附加 15 3,126,447.12

业务及管理费 16 135,245,520.44

信用减值损失 17 359,974.96

资产减值损失 18 -

其他业务成本 19 -

三、营业利润（损失以“－” 号列示） 20 1,104,002,319.27

加：营业外收入 21 136,103.19

减：营业外支出 22 505,000.00

四、利润总额（损失以“－” 号列示） 23 1,103,633,422.46

减：所得税费用 24 144,657,875.7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列示） 25 958,975,546.68

证券代码：300648� � �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1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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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1--6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924.70%--2329.64%

盈利：148.17万元

盈利：3,000.00万元--3,600.00万元

注：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800万元至850万元，主要是

政府补助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社保费用的政策性减免金额。上年同期，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356.5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0年1-6月，公司各项业务均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营业收入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公司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海外市场取得显著突破，出口收入增加，部分出口产品毛利率

较高进而提升了公司产品的综合毛利率。

3、随着公司战略布局日趋深入，产品结构持续改善，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得到

行业内优质大客户的高度认可，市场投入获得回报，对公司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带来正向影响。

4、公司继续保持研发创新投入，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转化成果显现。

5、2020年1-6月，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0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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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于2020年7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余厚蜀召集并主

持，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7月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注：《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

规定：“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于会议召开2日以前以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通知全体

董事和监事，特殊紧急情况的不受上述时间限制” ）。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刘强安接替陈金龙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1票反对、1票弃权。

董事陈晓东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 鉴于王有平先生于2020年4月辞职并公告，为

独立董事中最早辞职，根据顺序，应由刘强安先生替换王有平先生。

董事黄如良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因公司原有两个财务专业独立董事均提出辞

职，现刘强安博士当选，本人无法判断刘强安该替代哪位独董。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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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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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一2020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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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万元一820万元 亏损：824.4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8元/股一0.013元/股 亏损：0.01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锗价较上年末小幅回升；红外级锗产品、光伏级锗产品因销量增加导致其

营业收入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0年半年度业

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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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