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飞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明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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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218,154,352.98 9,611,083,713.30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128,923,959.80 5,905,090,272.66 3.7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05,208,642.52 42.76% 3,424,394,794.04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593,090.09 108.01% 221,718,910.85 -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4,668,543.46 -2.44% 205,115,286.24 -37.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02,645,655.77 589.80% 1,201,364,453.19 4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100.00% 0.2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100.00% 0.2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0.95% 3.72% -1.3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393,346.8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

投资收益

1,310,577.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468,730.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28,006.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6,436.13

合计 16,603,624.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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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金香 境内自然人 27.57% 254,535,853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其他 3.52% 32,499,948 0

张有志 境内自然人 2.40% 22,170,18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5% 18,905,400 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

设银行－国泰君安君得

鑫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9% 16,5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8% 16,449,747 0

广发银 行股份 有限 公

司－国泰聚信价值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3% 16,000,000 0

张贤桂 境内自然人 1.24% 11,448,900 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

大银行－国泰君安君得

明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14% 10,499,90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

合

其他 1.06% 9,761,6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牟金香 254,535,853 人民币普通股 254,535,85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2,499,948 人民币普通股 32,499,948

张有志 22,170,182 人民币普通股 22,170,18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9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5,40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

安君得鑫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49,747 人民币普通股 16,449,74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信价值

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张贤桂 11,44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48,90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国泰君

安君得明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499,901 人民币普通股 10,499,90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9,761,600 人民币普通股 9,76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牟金香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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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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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319,279,635.88 101,352,146.04 215.02%

主要系本期以票据为收付方式的收入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6,217,457.34 151,848,088.09 -56.39%

主要系上期末有1.1亿保险理赔款尚未收

到，而本期已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5,026,994.78 129,122,395.24 -41.89%

主要系本期有较多增值税留抵收到退税

所致。

在建工程 1,406,861,075.73 970,815,928.78 44.92%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大幅新增所致。

无形资产 517,669,141.72 293,868,393.77 76.16%

主要系子公司临海联化确认新增土地所

致。

短期借款 908,935,579.41 1,431,574,932.06 -36.51%

主要系本期较多的借款业务由短期借款

转为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570,069,806.34 22,250,000.00 2462.11%

主要系本期采购结算使用较多的银行票

据所致。

其他应付款 70,463,675.06 136,889,435.59 -48.53% 主要系本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77,737,626.13 44,987,963.68 72.80%

主要系长期借款在一年内到期的本金较

多所致。

长期借款 639,800,000.00 214,800,000.00 197.86%

主要系本期较多的借款业务由短期借款

转为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150,815,637.92 281,684,129.65 -46.46%

主要系本期偿还了较多的融资租赁的本

金所致。

研发费用 182,509,491.39 137,844,226.05 32.40% 主要系公司研发投入力度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7,032,505.86 13,209,003.61 634.59%

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较大导致大额的汇

兑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2,182,561.61 -21,061,771.11 -89.64%

主要系去年套期保值的损失较今年较多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024,991.10 -3,701,162.42 305.95%

主要系针对存货账面价值低于可变现净

值部分进行了计提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721,892.70 32,898,215.90 -61.33%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01,364,453.19 854,638,497.26 40.57%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较上期增加，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较上期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1,486,196.02 164,858,674.21 -398.13%

主要系本期偿还了较多的借款以及与筹

资活动相关的受限保证金支出较去年增

加较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投资初始

投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额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

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实际损益

金额

商 业 银

行

无 否

外 汇

合约

0

2020年03月

31日

2020年12月

31日

0 46,674.17 17,728.00 0 28,946.17 4.72% 234.52

商 业 银

行

无 否

外 汇

合约

33,790.76

2019年12月

06日

2020年12月

31日

33,790.76 0 28,992.79 0 4,797.97 0.78% -103.46

合计 33,790.76 -- -- 33,790.76 46,674.17 46,720.79 0 33,744.14 5.50% 131.06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20年04月23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20年06月04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

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

不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

律风险等）

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7�年 7�月 26�日披露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以及 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号）。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

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

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本公司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针对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交易未到期合同。 根据期末的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远期外汇

价格的差异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或交易性金融负债。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

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10日

公司上 海

办

实 地

调研

机构

银河基金 姚雯薏 中海基金 蔡尚军 天

风证券 唐婕 中银证券 余嫄嫄 敦和资

产 梁作强 瀚亚投资 徐翔 于翼资产 夏

芳芳 海通证券 孙维容、范国钦 长信基

金 张子乔 富国基金 黄彦东 西部证券

冯先涛 长安基金 杜星烁 国金资管 朱

明睿 禾其投资 潘峰 海富通基金 高高

国海富兰克林 张琼刚 平安养老保险

叶丽 太平洋保险 张晓辉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介绍及未

来发展战略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0年 7�月

10日公告的2020�年 7�

月 10�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01日

电话会议

电 话

沟通

机构

光大证券 裘孝锋、肖亚平 广发资管 郑

国栋 兴银理财 庄伟彬、毕楹 银河基金

姚雯薏 前海人寿 贾宇博、廖振华 中金

资管 张翔 中融基金 柯海东 安信基金

许杰 中国人寿 阳宜洋 汇添富基金 崔

文琦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介绍及未

来发展战略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0年 9月 1

日公告的2020�年9月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0 年 09

月07日

公司上 海

办

实 地

调研

机构

鹏华基金 马猛、谢书英 诺安基金 赵森

长见投资 柯自超 汇添富基金 李云鑫、

崔文琦 国泰元鑫 秦宇斌 光大证券 肖

亚平 浙商证券 毛雅婷、孙建 银河基金

姚雯薏 大成基金 陆骥 天风证券 唐婕

中银证券 余嫄嫄 新时代证券 程磊、李

啸 理成资产 王烨华 国泰君安 赵新裕

兴业证券 邓先河 恒河资管 周枫 中信

证券 刘沛显 华富基金 邓翔 海通证券

孙维容 中银基金 刘高晓 敦和资管 梁

作强、盖婷婷 东证资管 蔡志鹏 睿远基

金 钟明 兴聚投资 刘力 中金公司 丁匡

达、陈明 国君资管 蒋文超 翙鹏投资 夏

志平 盛帮投资 龚帅 国金证券 陈屹 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 张琼钢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介绍及未

来发展战略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0年 9月 7

日公告的2020�年9月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0 年 09

月11日

公司上 海

办

实 地

调研

机构

汇添富基金 崔文琦 赵鹏程 董超 王栩

蔡志文 林炜 郑磊 胡昕炜 华夏基金 张

木

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介绍及未

来发展战略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0年9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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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2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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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于2020年10月30日在联化科技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

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萍女士召集和主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64）。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萍女士回避了本次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3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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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于2020年10月30日在联化科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冯玉海先生召集和主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64）。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5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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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9日披露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司

预计2020年度与浙江中科创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越”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为6,000万元。根据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对2020年度原预计的额度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预计2020年度与中科创越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为7,400

万元。目前公司董事长、总裁王萍女士担任中科创越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中科创越为公司的关联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已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2020年度与关联方中科创越发生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调整为不超过7,400万元。公司预计将在2020年度向中科创越出租办公场所并提供综合服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向中科创越采购产品调整为不超过7,200万元，中科创越预计不会委托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生产。调整后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25%。在表决时，关联董事王萍女士进行了回避。

公司2020年度调整后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只需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0年度原预计

发生金额

2020年度现预计

发生金额

2020年1-9月

发生额

浙江中科

创越药业

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场所及

综合服务

房租费、服务

费等

参考市场价格 300 200 78.74

委托加工 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2,700 0 0

采购产品 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3,000 7,200 1,278.15

合计 6,000 7,400 1,356.89

注：2020年1-9月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科创越成立于2018年10月23日，法定代表人为马大为，注册资本为1亿元，住所为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城街道站西大

道51号黄岩人才大楼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03MA2APL4H8Q，经营范围为医药中间体、化学原料药（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进出口与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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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9,082.43万元，净资产7,258.60万元；营业收入1,336.38万元，净利润-600.83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直接持有中科创越2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总裁王萍女士担任中科创越的副董事长。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项的规定，中科创越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活动正常，专利技术前景较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核实，中科创越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科创越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价格和条

件进行，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关联交易费用支付时间及结算方式。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科创越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授权范围内按次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科创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确定，通过产学研资源的结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进程，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且上述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2020年度与中科创越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2020年度与中科创越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董

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履行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公司上述调整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按市场原则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罗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德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建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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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126,386,626.75 16,042,112,834.84 -1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124,597,853.63 4,390,941,031.30 -6.0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1,479,253.86 -30.46% 4,566,547,899.00 -3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335,650.94 -20.06% -269,577,363.70 -64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6,062,020.36 -47.70% -279,393,130.54 -4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564,898.18 -98.03% 108,162,549.75 -8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 -18.18% -0.053 -6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 -18.18% -0.053 -6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0.23% -6.49% -5.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22,606.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234,578.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30,430.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65,775.47

合计 9,815,766.8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4,2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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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2% 1,022,630,000 0 质押 928,406,600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6% 572,142,145 0

质押 516,030,304

冻结 13,550,970注1

华鑫集团（营口）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3% 520,000,000 0 质押 520,000,000

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2% 240,000,000 0

东兴证券－苏州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东兴证券

兴惠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7% 100,000,000 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1.20% 61,083,68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 57,868,991 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9% 40,000,000 0

张孝博 境内自然人 0.36% 18,458,800 0

雷显炳 境内自然人 0.35% 17,995,945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2,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2,630,000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572,142,145 人民币普通股 572,142,145

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 5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00

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0

东兴证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兴惠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61,083,689 人民币普通股 61,083,6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868,991 人民币普通股 57,868,99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张孝博 18,4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58,800

雷显炳 17,995,945 人民币普通股 17,995,9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华鑫集团（营口）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张孝博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18,458,800股；股东雷显炳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5,095,945股。

注1：本次协鑫集团所持13,550,970股股票被冻结系因公司全资子公司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PTE.� LTD.与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产生合同争议，因协鑫集团为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PTE.� LTD.履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协鑫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13,550,970股做相关处理，

目前公司、协鑫集团与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积极沟通，并排除合同争议，目前已与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正

式签署《和解协议书》，将于近期彻底解决相关问题。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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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69.82%，主要系受限资金减少和受新冠疫情影响当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比期初分别减少48.32%和59.05%，主要系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款所致；

3、存货比期初减少39.65%，主要系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减少所致；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和长期应收款比期初分别减少94.10%和100.00%，系长期应收款项到期收款所致；

5、短期借款比期初减少40.00%，系融资规模下降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35.06%和35.73%，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2、税金及附加和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38.98%和39.54%，主要系当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3、其他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139.85%，主要系取得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4、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77.55%，主要系去年同期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50.22%，系按谨慎性原则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6、资产处置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100.52%，主要系去年同期确认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6、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156.81%，主要系赔偿及违约金增加所致；

7、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144.25%，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6.24%，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支付票据保证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07.13%，主要系融资规模下降，偿还债务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2020年8月3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并于2020年8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176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24,533,040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

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2020年08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072《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

告》

2020年08月2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077�《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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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000 0

合计 0 1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0-097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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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协鑫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其印” ）函告，获悉协鑫集团所持有公司部分股

份因被冻结而权利受限，同时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同时进行了再质押，营口其印将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及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

等

协鑫集团

有限公司

是 50,000,000 8.74% 0.98% 2020-09-04 2020-10-09 王平

合计 - 50,000,000 8.74% 0.98% - - -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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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10,000,000 1.75% 0.20% 否 否 2020-10-23

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辽 宁 融 亿

通 融 资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融资

担保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42,560,871 7.44% 0.84% 否 否 2020-10-09

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辽宁融亿

通融资租

赁有限公

司

融资

担保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37,439,129 6.54% 0.74% 否 否 2020-10-09

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辽宁融亿

通融资租

赁有限公

司

融资

担保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50,000,000 8.74% 0.98% 否 否 2020-09-04

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王平

融资

担保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38,000,000 6.64% 0.75% 否 否 2020-09-02

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靖江市润

元农村小

额贷款有

限公司

融资

担保

合计 - 178,000,000 31.11% 3.50% - - - - - -

3、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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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是 40,000,000 3.91% 0.79% 否 否 2020-10-23

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辽 宁 融 亿

通 融 资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融资

担保

合计 - 40,000,000 3.91% 0.79% - - - - - -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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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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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572,142,145 11.26% 428,030,304 556,030,304 97.18% 10.94% 0 0 0 0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1,022,630,000 20.12% 928,406,600 968,406,600 94.70% 19.06% 0 0 0 0

华鑫

集团

（营

口）

有限

公司

520,000,000 10.23% 520,000,000 520,000,000 100.00% 10.23% 0 0 0 0

合计 2,114,772,145 41.61% 1,876,436,904 2,044,436,904 96.67% 40.23%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执行人 原因

协鑫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13,550,970 2.37% 0.27% 2020-08-21

执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

院

注1

合计 - 13,550,970 2.37% 0.27% - - - -

2、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所持股份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572,142,145 11.26% 13,550,970 2.37% 0.27%

合计 572,142,145 11.26% 13,550,970 2.37% 0.27%

注1：本次协鑫集团所持13,550,970股股票被冻结系因公司全资子公司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PTE.� LTD.与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产生合同争议，因协鑫集团为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PTE.� LTD.履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协鑫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13,550,970股做相关处理，

目前公司、协鑫集团与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积极沟通，并排除合同争议，目前已与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正

式签署《和解协议书》，将于近期彻底解决相关问题。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协鑫集团及营口其印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融资担保。

2、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到期的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98,498.79万股，占所持股份比例46.58%，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19.38%， 对应融资余额17.91亿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61,298.79万股， 占所持股份比例

76.2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1.74%，对应融资余额67.02亿元。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

收益，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199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4）法定代表人：王东

（5）注册资本：8800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电力、矿业及其他工业、商业项目投资，储能、动力电池产品销售，工矿产品销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大型设备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信息化规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业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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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892,050.22 5,628,667.15

总负债 3,748,579.68 3,494,398.25

净资产 2,143,470.54 2,134,268.90

2020年1-6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856,824.85 1,969,918.87

净利润 8,573.68 76,27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484.42 252,798.36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0年6月

流动比率 0.95

速动比率 0.90

资产负债率 63.62%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64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有息负债合计为283,959万元，其中半年内到期金额78,570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10）协鑫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501室)

（3）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501室)

（4）法定代表人：董刚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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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15,639.22 386,658.57

总负债 200,396.68 169,226.37

净资产 215,242.54 217,432.20

2020年1-6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189.66 174,38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8.76 -6,378.97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0年6月

流动比率 0.87

速动比率 0.87

资产负债率 48.2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085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营口其印有息负债余额为44,597万元。

（10）营口其印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三）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钱塘江路南海事局西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808室

（3）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钱塘江路南海事局西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808室

（4）法定代表人：孙东民

（5）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890,872.18 1,925,178.73

总负债 1,097,848.30 1,103,153.08

净资产 793,023.88 822,025.65

2020年1-6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 3,035.97

净利润 -26,673.77 -37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18,724.66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及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0年6月

流动比率 1.05

速动比率 1.05

资产负债率 58.06%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鑫集团有息负债余额为0元。

（10）华鑫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55,603.03万股，营口其印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96,840.66万

股，华鑫集团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52,000万股，上述质押融资所获得资金主要用于上述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及业

务发展需要，目前协鑫集团、营口其印和华鑫集团以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业务开展顺利。

5、协鑫集团、营口其印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协鑫集团及营口其印股份质押及冻结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7、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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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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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20年10月29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

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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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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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

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20年10月29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事，认真审核了公司提供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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