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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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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6,000.00万元到-12,000.00万元。

● 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2,

400.00万元到-28,400.00万元。

●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相关司法程序尚未履行完毕， 公司暂无法

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计的

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

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000.00万元到-12,000.00万元。

2、公司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2,400.00

万元到-28,4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5.75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979.25万元

（三）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运转正常，债务危机正逐步解除，安保系统集成业务略有增长。但本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安保运营服务业务收入下降，且公司债务虽逐步解除，但由于存量债务

规模较高，使得本期财务费用支出较大。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期的非经营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 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主要包括：（1）公

司“16� 中安消” 公司债券取得的债务豁免收益；（2）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计提的预计负

债；（3）债务违约导致计提的罚息；（4）处置公司房产产生的损失；（5）已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6）收到的政府补助；

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额将以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对净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

2019年5月30日，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上海金融法院向公司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1,441例，上海金融

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541,688,

103.41元。公司财务部门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审慎计提了预计负债。

但是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相关司法程序尚未履行完毕，公司暂

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

计的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二）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16债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2016年发行的11亿公司债券已到期但尚未完成兑付，公司已与

部分债券持有人签署了债务和解协议（详见公告：2020-077）。公司目前仍在与债券持有人、

受托管理人等相关方就债券到期处置方案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使得公司可能面临支付相关罚息、面临诉讼等风

险，此外为债券提供担保的资产，亦可能存在因债权人主张担保物权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的风险。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且被轮候冻结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3,877,22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41.61%，累计质押股份479,098,000股。因自身诉讼事项，其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

法轮候冻结，累计被冻结股份527,977,838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8.89%，占公司总股本

的41.15%。前述质押、冻结暂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

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但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

平仓线，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公司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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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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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累计新增未完诉讼（仲裁）的金额：人民币59,918,969.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公

司目前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

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于2018年8月31日、2018年11月17日、2018年12月22日、

2019年1月31日、2019年3月30日、2019年6月22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2月13日、2020年4

月14日、2020年8月4日、2020年10月31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8-076、2018-101、2018-105、2019-005、2019-014、2019-049、2019-086、2019-105、

2020-018、2020-047、2020-066），为方便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诉讼（仲裁）情况，特将公司诉

讼（仲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或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

裁）事项

诉讼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0）黔2328民

初181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安龙县教育局

买卖合同纠

纷

3,110,000.00 （重审）一审判决

2

（2020）云01民终

6404号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514,071.42 二审裁定

3

（2019）京0108民

初63765号

杭州海康威视科

技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630,127.68 一审判决

4

（2020）鲁1102民

初349号

日照宝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419,108.98 一审判决

5

（2020）京02执恢

20号之一

华夏银行北京东

单支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安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涂国身、李志

群

借款纠纷 359,762,356.83 执行裁定

6

（2020）宁0521民

初3808号

宁夏鑫泰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766,913.00 已撤诉

7

（2020）川05民初

19号

上海擎天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

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

司

采购合同纠

纷

23,881,876.03 一审判决

8

（2020）京0102民

初16892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涂国身、 李志

群、 中安消达明科技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

纷

16,574,405.26 一审判决

9

（2020）鲁08民终

5613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

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500,000.00 二审判决

10

（2020）苏0281民

初1423号

无锡光电宝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运维合同纠

纷

1,652,220.00 民事调解

11

（2019）沪0106民

初40840号

上 海 崇 明 建 设

（集团） 有限公

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3,080,479.40 一审判决

12

（2020）沪0115民

初52135号

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 中安消旭龙电子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

法律服务合

同纠纷

1,220,000.00 一审判决

13

（2020）苏05执55

号之三

湖北天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16,072,3458.90

执行裁定 （终结执

行）

14

（2019）沪74民初

1144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豪恩安全

科技有限公司、 祥兴

科技有限公司、 圣安

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交

易纠纷

14,401,211.54 一审判决

15

（2020）粤03民终

25219号

广东深信律师事

务所、 中安科股

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

纷

4,118,485.29 二审判决

16

（2021）川01民初

53号

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执行异议之

诉

83,262,613.77 立案受理

17

（2020）鄂01民特

183号

武汉电信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确认仲

裁协议效力

不适用 民事裁定

18

（2020）川0623执

恢124号

上海安炯商务管

理有限公司

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

有限公司、雷刚、周蕾

蕾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7,251,214.00 终结本次执行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序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或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

裁）事项

诉讼金额（元） 案件状态

1

（2020）云0103民

初8828号

昆明飞利泰电子

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

司、王志刚、杨继斌

买 卖 合 同

纠纷

8,938,834.50 一审判决

2

（2020）沪0107民

初4878号

朱某兴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债 券

交易纠纷

1,315,000.00 一审判决

3

（2020）鄂01民初

827号

中安消技术有限

公司

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

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49,665,134.50 立案受理

合计 59,918,969.00 -

二、诉讼（仲裁）案件概况

（一）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1、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安龙县教育局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

第三人：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州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重审）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安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3,11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诉讼过程中， 安龙县教育局申请追加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详见公告：

2019-049）。

一审判决：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2,400,000元 （详见公告：

2019-086）。

二审裁定：（1）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民初763号民事判决；（2）本案

发回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重审（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立案后，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根据该院【（2020）黔2328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安龙县教育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货

款2,400,000元；

（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案件受理费31,680元，由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7,286元，被告安龙县教育局

负担24,394元。

2、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裁定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人民币1,412,107.10元及相关逾期

利息等费用（详见公告：2019-086）。

一审判决：（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工程款1,023,938元、质保金388,

169.10元，合计1,412,107.10元；（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详见

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 原审被告云南亚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2019）云0102民初12840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云南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1民终6404号】民事裁定书，二审裁定如下：

（1）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12840号】民事判决；

（2）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将本案依法移送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管辖

审理。

3、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605,892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支付日

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保函费用（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3765号】民事判决书，一审

判决如下：

（1）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605,892元及违约金（以605,892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至按照每月百

分之二的标准计算）；

（2）驳回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58元、保全费3,671元，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

4、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反诉被告）：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山东省日照市东

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

期19#-32#楼四期34#-49#楼及地下车库弱电系统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 “《施工合

同》” ） 解除并判令被告向原告移交相应的施工资料；（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赔偿金2,419,

108.9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根据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349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判决如下：

（1）解除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

《施工合同》；

（2） 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设备款157,896元；

（3） 驳回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移交相应施工资料的

诉讼请求；

（4） 驳回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2,419,

108.98元的诉讼请求；

（5） 驳回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要求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20,

000元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6,153元，由日照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470

元，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5、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借款纠纷

原告：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

案件状态：执行裁定

案件概述：2017年7月17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第一被告在2017

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17日之间，可向原告申请使用最高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亿元整。同日，

原告与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签订最高额度保证合同，为第一被告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

款本金人民币35,800万元及暂算至2018年2月26日的相应利息1,762,356.83元， 合计359,762,

356.83元；（2）请求法院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五被告承担

（详见公告：2018-024）。

调解结果：详见公司2018年6月30日所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2019年3月30日，公司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华夏银行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后，公司就解决债务事项向法院以及华夏银行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与协商。针对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存在低估资产价值的情况（虹桥路808号、永

和路390号），公司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后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的《拍卖通知书》，其根据法院民事调解书及执行裁定书对公司永和路390号房产和虹桥路

808号房产进行了司法拍卖,�成交价分别为262,800,000、257,000,000元（详见公告：2020-018、

2020-066）。

案件进展：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执恢20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裁定如下：

（1）解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飞乐股份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808号房地产【证号：沪房地徐字（2000）第021598

号】的查封；

（2）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808号的房产现状建筑面积（包括2、3、4、5、6、7、8、9、10、12、14、

15、19、20、21、22、23、24、25、26、27、36、37、38、39、41全幢等26幢房屋有证建筑面积及约8,493平

方米的无证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及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14,643平方米归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91310118MA1JNNXH3L）所有，所有权及相关土地使

用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3） 在满足相关条件后， 买受人上海润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91310118MA1JNNXH3L） 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过户

登记手续。

6、 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状态：已撤诉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宁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20万元，利息566,913

元，本息总计4,766,91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2020年12月16日，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根据

该法院【（2020）宁0521民初38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468元，由原告宁夏鑫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

担。

7、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采购合同

纠纷

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采购合同纠纷，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价款23,541,8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逾期付款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5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9,509元，由原告负

担。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借款合

同纠纷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李志群、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

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借款合同纠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如下：（1）被告一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16,200,000元（金额均以人民币计），支付截至2020年1

月8日的利息、罚息和复利374,405.26元，以及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

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2）被告一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65,744元；（3）被告二、

被告三对被告一在第1项、第2项项下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被告四以夫妻共同

财产就被告三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原告有权就被告五名下的位于

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9幢12501室、12601室、12801室、23001室、23002室拍卖、变卖后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6）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详见公告：

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68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1）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截至2020年9月24日贷款本金8,189,760.17元，利息、罚息、复利1,255,194.82

元，以及自2020年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融资额度协议》《贷款展

期协议书》《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

（2）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支付律师费165,744元；

（3）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涂国身对本判决所确定的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第

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追偿；

（4）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被告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9幢12501室、12601室、23001室、23002室的五套房产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确定的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涂国身、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241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由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涂国身、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9、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判令被告

向原告退还预付款人民币1,500,000元；（3） 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详见公告：

2019-105）。

一审判决：【（2019）鲁0832民初5062号】（详见公告：2020-018）

案件进展：根据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8民终5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0元、申请费5,000元，由上诉人中安消技术有

限公司负担18,300元，上诉人山东豪视德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300元。

10、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运维合同纠纷

原告：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调解

案件概述：因运维合同纠纷，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运行维护费15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47）。

案件进展：根据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1423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

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 确认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向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

349,000元， 该款项包括案涉两份《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委托运维协议》 及 《河北涉县

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三份协议项下所有款项。在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支付全额款项后，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

与委托运维协议》项下30万元看护费用不再向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主张。该1,349,

000元由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给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后，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支付后

三日内向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1,233,000元的税率为6%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如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期开具发票，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有权主张退回已支付款项；

（3） 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收到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1,

349,000元款项及诉讼费23,840元当日申请解除对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

全措施；

（4）如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

权按照诉讼标的（本金15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为92,220元，自2020年1

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56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及诉讼费23,840元、担保保险费3,400元全额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有权就《河北涉

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托运维协议》项下30万元看护费用另行主张；

（5）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将该1,349,000元款项及诉讼费23,840元支付完毕

后，双方就《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委托运维协议》及《河北涉县30MW光伏电站看护与委

托运维协议》三份协议再无纠葛；

（6）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8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840元，由涉县中博瑞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2020年12月31日前直接支付给无锡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期延误违约金人民币2,255.67294万元；（2）判令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保修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 并从2018年9月17日起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4.75%）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16日为2.375万元；（3）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19-105）。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40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违约金465万元；

（2）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250元，被告中安科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750元。案件受理费200,426.59元，由原告上海崇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56,426.59元，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4,000元。

1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00元；（2）判令三被告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5213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

（1）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

统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费61.5万元；

（2）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

统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以61.5万元为基数，

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计算）。

案件受理费20,780元，减半收取10,390元，由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负担4,156元，

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234元。

13、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案

申请执行人：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终结执行

案件概述：因借款纠纷，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同时，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公证债权文书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详见公告：2020-018、2020-066）。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执55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该案申请执行人已由广州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天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案件进展：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执5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

定如下：终结（2020）苏05执55号案件的执行。

1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二）、祥兴科

技有限公司（被告三）、圣安有限公司（被告四）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原告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取得相关债券持有人授权

后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债券本金、利息、罚息等

（详见公告：2019-054）。后续，原告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一向

原告支付债券本金人民币10,026,000元；（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

3月31日期间以债券本金人民币10,026,000元为基数，按票面利率4.45%计算的债券利息人民币

172,351.06元；（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以前述第（1）项和

第（2）项款项即人民币10,198,351.0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的债券逾期利息（暂计至

2020年3月31日为人民币921,520.17元）；（4）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实际付

款日期间以前述第（1）项和第（2）项款项即人民币10,198,351.0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

算的债券罚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为人民币3,727,497.31元，扣除被告一于2018年11月12日

支付的部分罚息人民币446,157.00元后，剩余债券罚息为人民币3,281,340.31元）。

案件进展：根据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债券本金人民币10,026,000元；

（2）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债券利息人民币172,351.06元；

（3）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人民币10,198,351.06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4.45%计算）；

（4）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人民币10,198,351.06元为基数，按每日

万分之五计算），上述罚息应扣除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人民币446,157元；

（5）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律师费损失人民币20万元和保全担保费损失人民币18,810.19元；

（6）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可以与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中

安消智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中安消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上海投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1,928万元） 中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

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

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中安科股份有限

公司继续清偿；

（7）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可以与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协议，以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的常州明景物联传感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999万元）、深圳市

豪恩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深圳科松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原告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分质押财

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

技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8）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可以与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协议，以被告圣安有限公

司（SINCERE� ON� LIMITED）持有的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中原告天

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

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圣安有限

公司（SINCERE� ON� LIMITED）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9）若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1）至（5）项付款义务，原告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可以以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持有的杭州天视智能系统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300万元）中原告天

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债券持有份额之对应比例部分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部

分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后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祥兴科技

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安科股

份有限公司继续清偿；

（10）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圣安有限公司

（SINCERE� ON� LIMITED）、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履行完毕前述判项所确定的债务后，原告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代表债券持有

人向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交回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金

人民币10,026,000元）的义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依据本判决享有申请债券登记结算机

构注销该债券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956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30元，合计人民币86,986元，由被告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圣安有限公司（SINCERE� ON�

LIMITED）、被告祥兴科技有限公司（OCEAN�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共同

负担。

15、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被告委托合同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二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委托合同纠纷，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本金人民币655,311.43元；（2）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因逾期支付代理费而应承担的违约金人民币3,463,173.86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及担保费由被告承担（详见公告：2020-066）。

案件进展：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终25219号】民事判决书，二

审判决如下：

（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831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2）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831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为：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深信律

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784,630.1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23日止，已

本金10,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2018年5月24日当天以本金9,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8年5月25日起至同年6月11日止，以本金8,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6月12日起至

同年6月19日止，以本金8,6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

以本金2,2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同年2月28日止，以本金1,784,630.12

元为基数计算； 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同年4月29日止， 以本金1,2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自

2019年4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以本金784,630.12元为基数计算，计算标准均为每

日万分之二）；

（3）驳回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83.1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负担32,592.17

元，由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10,490.94元、财产保

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37,402.49元，由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负担25,968.74元，由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96.42元、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

837.33元。

16、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

原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述：2020年11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川01执异917

号】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安科的异议请求（详见公告：2020-074）。上述案件涉及冻结的 48,

691,587�股股份为公司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设置的盈利

补偿专户中股份，该 48,691,587�股股份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

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事

宜，公司就【（2020）川01执异917号】裁定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不得执行原告专门账户中第三人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流通股中48,691,587股（暂按2020年12月24日收盘价格1.71元

/股计算，48,691,587股价值为83,262,613.77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17、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民事裁定

案件概述： 因采购合同纠纷，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欠款共计人民币36,668,058.61元；（2）裁决被申请人向

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共计人民币32,760,140.25元；（3） 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

律师费400,000元；（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详见公告：2020-018）。后续，武汉电

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请求确认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2014年年度设备采购合同》第5.1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案件进展：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1民特1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驳回申请人武汉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本案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武汉

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18、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被执行人

工程合同纠纷

申请执行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雷刚

被执行人：周蕾蕾

案件状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详见公告：2019-005）。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川

0623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详见公告：2019-049）。

案件进展：根据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623执恢124号之二】执行裁定

书，裁定变更本案执行申请人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作

出【（2020）川0623执恢124号之二】以房抵债执行裁定书，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

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相关房产作价7,908,572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

司。经以房抵债后，上海安炯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德阳市恒合云端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权7,251,214元清偿完毕。根据本次收到的【（2020）川0623执恢1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

下：终结【（2018）川0623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

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可再次申请执行。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

1、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诉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原告：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泰公司” ）

被告：云南仕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耀公司” ）、王志刚、杨继斌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飞利泰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如下：（1）判令被告仕耀公司偿付原告飞利泰公司货款8,298,890元；（2）判令被告仕耀公司

支付原告飞利泰公司违约金639,944.50元；（3）判令被告王志刚在未出资2,680,000元范围内对

被告仕耀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 判令被告杨继斌在未出资24,120,000

元范围内对被告仕耀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全体被告

承担。

根据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0103民初882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

如下：（1） 被告仕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飞利泰公司支付货款8,298,890

元；（2） 被告仕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飞利泰公司支付违约金414,944.5

元；（3）驳回原告飞利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依据上述民事判决

书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朱某兴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原告：朱某兴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一审判决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朱某兴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兑付公司债券本金1,315,000元，向原告兑付自2018年11月11日起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1,31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

8月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罚息，以1,315,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律师费6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根据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7民初487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本金1,

315,000元；

（2）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逾期利

息（以1,31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45%计算）；

（3）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兴债券罚息（以

1,31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日利率0.5‰计算）；

（4）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某兴律师费支出

损失60,000元。

案件受理费21,425元，由被告负担。

3、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诉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立案受理

案件概况：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1） 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设备款19,164,

600元；

（2）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偿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安装调试费661,

801元；

（3） 判令被告中工工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违约金29,838,

733.50元（以本金19,826,401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每日

千分之一标准计算，暂计至2020年10月31日的金额为29,838,733.50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执行完毕，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公司

诉讼（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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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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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亏损减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7,000.00万元到-28,

000.00万元之间。

2.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在-19,700.00万元到

-32,800.00万元之间。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亏损减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7,000.00万元到-28,

000.00万元之间。

2.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在-19,700.00万元到

-32,800.00万元之间。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145.5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7,868.52万元

（二）每股收益：-1.15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业绩预亏主要系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0年度预计对收购深圳

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拓科技” ）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约为3.2-4.2亿

元， 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

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业绩预告考虑了购买通拓科技相关资产组产生的商誉减值因素，但尚未由专业评估

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亦未经年审会计师及公司审议程序确认。上述事项会对本次预告的准确性

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截至当前，会计师尚未出具通拓科技2019年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报告，若有变动，公

司将对2019年财务数据及相关业绩报告进行调整。上述事项会对本次预告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201942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公告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

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四）公司因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自

2019年10月9日起，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归还的

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四家子公司已启动预重整，预重整不代表正式

进入重整程序，后续能否进入破产重整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公司因涉嫌违规借款及违规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一案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一案仍在诉讼过程中，违规担保、违规借款涉诉应承担的责任需根据人民法院的最终

判决认定（详见公告：2020-070）。

（六）目前，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且存在轮候

冻结，实际控制人丁志民、丁尔民被采取取保候审的司法措施，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

调查（详见公告：2020-054、2020-065）。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网上直销平台“招商银行一网通” 渠道费率优惠的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本公告日起，对通过网上直销平台使

用“招商银行一网通”渠道购买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基金的费率实施优惠。

一、开始时间

2021年1月29日起。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通过网上直销平台销售的所有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三、费率优惠

投资人以“招商银行一网通” 为交易渠道在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购买（含认/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购买费率按0.30%收取，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业务公告中规

定的相应前端认/申购费率低于0.30%或为固定费用，则不再实施优惠。

在今后的业务开展过程中，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优惠进行调整，并将依据相关法规的要

求进行公告或通知，敬请投资人留意。

四、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与收取销售服务费的基金按原公告费率收取。

3、原旧版招行直联渠道已停用，用户需重新添加“招商银行一网通”渠道完成支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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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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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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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关于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10765；C类010766，以下简称“本基

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02号文准予募集注册，于2021年1月11

日公开发售，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21年2月3日。

为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国寿安保华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本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截止时间提前至2021年1月29日，即

2021年1月29日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将全部予以确认，2021年1月30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对本

基金的认购申请。

投资人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sfunds.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9-258-25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