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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邱醒亚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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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控股

股东邱醒亚先生的通知，邱醒亚先生基于降低股票质押率，合理控制自身负债率，增强个人财

务稳健度的需求，于2020年7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721%。

一、本次减持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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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目的

本次控股股东邱醒亚先生减持股份所得资金将用于降低股票质押率， 合理控制自身负债

率，增强个人财务稳健度。

2、具体减持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邱醒亚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13日

股票简称 兴森科技 股票代码 002436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000 0.6721

合 计 1,000 0.672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不适用）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

例(%)

邱醒亚

合计持有股份 28,351.9604 19.0549 27,351.9604 18.382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087.9901 4.7637 6,087.9901 4.0916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21,263.9703 14.2912 21,263.9703 14.2912

陈岚

合计持有股份 461.1024 0.3099 461.1024 0.30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5.2756 0.0775 115.2756 0.0775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345.8268 0.2324 345.8268 0.2324

合计持有股份 28,813.0628 19.3648 27,813.0628 18.69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03.2657 4.8412 6,203.2657 4.16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609.7971 14.5236 21,609.7971 14.523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说明

1、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存在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

2、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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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影响。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控股股东邱醒亚先生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任意连续

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

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073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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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邱醒亚先生，董事陈岚女士，监事会主席王燕女士，副总

经理宫立军先生提交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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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职务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拟减持股份数量

上限（股）

拟减持股份数

量上限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拟减持期间

邱醒亚

董事长、总

经理

27,351,9604 18.3828% 29,758,150 2.0000% 2020.8.6-2021.2.2

陈岚 董事 4,611,024 0.3099% 1,152,756 0.0775% 2020.8.6-2021.2.2

王燕

监事会主

席

2,301,000 0.1546% 575,250 0.0387% 2020.8.6-2021.2.2

宫立军 副总经理 1,700,000 0.1143% 425,000 0.0286% 2020.8.6-2021.2.2

合计 282,131,628 18.9616% 31,911,156 2.1448%

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邱醒亚先生和董事陈岚女士为一致行动人，二人减持合并计算，严格按照监管

规定实施减持行为。

（1）若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14,879,075股、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1%。

（2）若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29,758,150股、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邱醒亚先生

1、减持原因：降低股票质押率，合理控制自身负债率，增强个人的财务稳健度。

2、股份来源：IPO首发前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拟减持数量和比例：拟减持股份总计不超过29,758,15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若

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1）若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拟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14,879,075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2）若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拟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29,

758,15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减持区间：采取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6、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董事陈岚女士、监事会主席王燕女士、副总经理宫立军先生

1、减持原因：个人财务需要。

2、股份来源：IPO首发前取得的股份、二级市场增持。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拟减持数量和比例：董事陈岚女士，监事会主席王燕女士、副总经理宫立军先生合计拟

减持股份总计不超过2,153,006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1448%。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其中：

（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董事陈岚女士拟采取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总计不超过1,152,756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775%。

（2）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监事会主席王燕女士拟采取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总计不超过575,25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387%。

（3）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副总经理宫立军先生拟采取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总计不超过425,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286%。

5、减持区间：采取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

施；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实施。

6、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邱醒亚先生承诺：

1、邱醒亚先生于2010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如下：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该承诺已于2013年6月18日履行完毕。

2、在本人任职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十。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3、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在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其控制的

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公司主营

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公司章

程，保证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将善意履行作为公司大股东的义务，不利用大股东地位，促

使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

诺，本人同意给予公司赔偿。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二）董事陈岚女士承诺：

1、在其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2、增持承诺：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陈岚女士、刘新华先生、李志东先生、宫立军先生、凡孝金先生在未来

6个月内（2018年2月14日起6个月内，即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8月13日；自公司股票2018年9

月20日开市起复牌后， 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将延期3个月） 增持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的公司股

份。该承诺已于2018年12月履行完毕。

（三）监事会主席王燕女士承诺：

1、在其担任监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四）副总经理宫立军先生承诺：

1、在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2、增持承诺：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陈岚女士、刘新华先生、李志东先生、宫立军先生、凡孝金先生在未来

6个月内（2018年2月14日起6个月内，即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8月13日；自公司股票2018年9

月20日开市起复牌后，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延期3个月）增持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的公司股份。

该承诺已于2018年12月履行完毕。

四、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股东将根据资本市场环境、公司股价表现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因此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

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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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3、邱醒亚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人员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20-058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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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集团” ）基于战略发展及自身资金需求，于2020年7月9-10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3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1%，

并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 未来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及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号：2020-057）。

2020年7月13日， 万丰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1,5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其中77万股为其在2018年1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4%；其余1,481万股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截止2020� 年 7月 13� 日， 万丰集团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89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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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减持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万丰集团

住所 新昌县城关镇新昌工业区（后溪）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9-13日

股票简称 万丰奥威 股票代码 002085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2,897 1.32%

合 计 2,897 1.3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万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

份

112,001.9449 51.22% 109,104.9449 49.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687.5279 47.87% 101,790.5279 46.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7,314.4170 3.34% 7,314.4170 3.3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0-037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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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增长：260%�-350%

盈利：228.81万元

盈利：823.72万元–1029.6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低温肉制品、速冻调理类产品的产销量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同时，肉牛加工项目自2019年竣工投产以来，牛肉类产品推广效果良好，报告期内产销量提高，

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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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106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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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在2020年4月25日披露的《2020年

第一季度报告》 中， 预计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0%

-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85.99%-379.08%。

2、修正后的预计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年1-6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6月）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50%～80%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0%～200%

盈利：

1,379.03万元

盈利：2,068.55万元～2,482.25万元 盈利：3,723.38万元～4,137.09万元

注：上述表格及本文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期修正后的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司严格遵守国家疫情防控要求，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

提下，及时调整各项生产经营安排，采取多种措施保障依规有序复工复产，按时交货，服务客

户，严守交期，化危为机，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好于前次预测，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约5.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76%。

2、鉴于母公司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到期，报告期内，公

司积极推进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申请工作，并已完成了相关申报程序，公司预计评审通过的可

能性较大，因此，报告期内母公司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按15%

计提。

3、预计公司2020年1-6月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504万元，主要系计入“其他收益” 和“营业

外收入” 的政府补助。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934.61万元。公司预计2020年1-6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624.47%-717.56%。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公司将在2020年

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具体财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300737� � � �证券简称：科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2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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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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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卢嵩先生等9人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即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11月26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168,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0.53%。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董事兼副总裁龚兴宇先生、监事涂必灵女士提交的《关于股份减持

数量过半的告知函》《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获悉龚兴宇先生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涂必灵女士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成。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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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

时间过半以及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拟减持数量

（股）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龚兴宇 250,000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7-14 24.50-25.52 150,000 0.025

合计 150,000 0.025

涂必灵 80,000

集中竞价交易

2020-06-01 20.68 30,000 0.005

2020-07-13 25.116 47,645 0.008

合计 23.40 77,645 0.013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龚兴宇

合计持有股份 2,237,842 0.368 2,087,842 0.34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559,461 0.092 409,461 0.0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78,381 0.276 1,678,381 0.276

涂必灵

合计持有股份 333,078 0.055 255,433 0.04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83,270 0.014 5,625 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9,808 0.041 249,808 0.04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龚兴宇先生、涂必灵女士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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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龚兴宇先生、涂必灵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

情况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龚兴宇先生本次减持尚未全部实施完成、涂必灵女士的减持计划

已全部实施完成，公司后续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龚兴宇先生提交的《关于股份减持数量过半的告知函》

2、涂必灵女士提交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ST中南 公告编号：2020-065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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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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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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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万元至22,000万元 亏损：14,097.5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3元/股至0.16元/股 亏损：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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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债务危机仍未缓解，流动资金短缺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

造成了较大影响， 并自2020年5月25日启动预重整程序。 机械制造板块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下

降；受重要游戏子公司股权被司法处置影响，公司游戏业务业绩同比大幅下降；影视板块业

务趋于停滞；逾期利息、罚息导致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截至目前部分违规担保事项尚在诉讼过程中，另外部分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尚未被起

诉，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测

算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ST中南 公告编号：2020-06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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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

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蔡建、李华、汪瑞敏当选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截至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汪瑞敏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汪瑞敏

先生书面承诺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汪瑞敏）》。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汪瑞敏先生通知，汪瑞敏先生已按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

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督察长，离任基金管理人督察长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武国强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0-07-14

过往从业经历

曾先后供职于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北京雪湖银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雪湖（天津）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2020年7月加入中航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武宜达

离任原因 个人辞职

离任日期 2020-07-1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并

按有关规定向监管机构进行备案。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38� � � �证券简称：财信发展 公告编号：2020-064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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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35万元–2,721.35万元 亏损：3,302.1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66元/股–0.0247元/股 亏损：0.030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有所上升，主要系本期新增交房项目、

交房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促使销售毛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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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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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20-61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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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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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 600万元

盈利：6,101.8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3.44%�– 90.1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60元/股– 0.0090元/股 盈利：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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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

1、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交通限制导致

人员返岗受阻以及原料、产品无法正常运输，销售门店未能开业。

2、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开展各种营销活动，并在公司内部推行“降

本增效” 的各项措施，目前基本消除疫情的不利影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