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1� � �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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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

月2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00一3: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

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16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

110,281,1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24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

人，代表股份107,781,1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9693％。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3人，代表股份2,499,9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75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

份5,436,5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7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

人，代表股份2,936,6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9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3人，代表股份2,499,9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750％。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

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追认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0,281,1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6,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044号

致：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 ）及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中宠股份” ）章程的有关规

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中宠股份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

合法性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简称“查验” ）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

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

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股东大会规则》

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由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宠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定召集。 2021年1月14日，中宠股份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和《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说明了股东

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以及会议的投票方式、

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等事项。 同时，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

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中宠股份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郝忠礼主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中宠股份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宠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

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

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及补充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中宠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召集并

发布公告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中宠股份董事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110,281,139股，占中宠股份股本总额的56.2443%。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中宠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

所律师。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中宠股份已公告的会议通知

所列出的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

一、 审议通过 《关于追认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10,281,139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郑 超

黄彦宇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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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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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468,734.15 1,324,108.52 10.92

营业利润 206,076.23 180,490.29 14.18

利润总额 205,352.68 180,507.32 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269.41 144,876.72 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9,012.66 139,366.15 1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3 0.66 1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0 19.67 减少1.5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836,882.14 1,553,490.79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87,124.43 883,391.04 11.74

股本（万股） 229,082.01 227,619.13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31 3.88 11.08

备注：上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经初步核算，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68,734.15万元，同比增长

10.92%，实现利润总额205,352.68万元，同比增加13.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66,269.41万元，同比增加14.77%。

三、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可能与公司2020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但预计上述差异不会超过10%，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2021年3月30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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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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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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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00万元 盈利：11,436.9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128,000.00万元 亏损：80,025.09万元

营业收入 97,500.00万元 165,198.00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97,500.00万元 165,198.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69元/股 盈利：0.0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持续收缩，院线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

导致公司利润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的初步估算，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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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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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绩预计减少60,900.00万元到70,000.00万元， 同比减少54.74%到

62.92%。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减少94,300.00万元到98,200.00

万元，同比减少102.79%到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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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60,900.00万元到70,000.00万元， 同比减少54.74%到

62.92%。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94,300.00万元到98,200.00万元，同比减少102.79%到107.04%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247.7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91,744.43万元。

（二）每股收益：0.38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公司化工板块主要产品为新型制冷剂及氯碱化工产品。其中，新型制冷剂

受下游空调行业需求疲软的影响，产品价格及订单在2020年呈现波动下滑趋势；

氯碱化工产品主要包括液碱、双氧水、氯气及甲烷氯化物等，作为大宗基础化工

原材料下游用途广泛，受全球经济周期和新冠疫情影响，前三季度化工产品价格

持续低迷，虽然随着国内经济的率先复苏，第四季度部分化工产品价格已呈现上

升趋势，但受前期影响较大导致整体业绩同比有所下滑。

2、2020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国内人口流动性大幅下降，各级医疗机构门诊量

减少，处方量及药品销售下降，公司医药制造板块核心产品可威（磷酸奥司他

韦）作为抗流感的处方药，受此影响销量下滑导致业绩同比减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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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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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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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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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被控股股东银河

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以及违规担保的情

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五）条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24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19年5

月24日、2019年6月25日、2019年7月25日、2019年8月24日、2019年9月25日、2019年10月

24日、2019年11月23日、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23日、2020年2月25日、2020年3月

24日、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26日、2020年6月29日、2020年7月24日、2020年8月31

日、2020年9月29日、2020年10月30日、2020年11月30日、2020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33）、《关

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7）、《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19-054）、《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临2019-056）、《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62）、《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64）、《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76）、《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81）、《关于公司股

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06）、《关

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8）、《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20-012）、《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临2020-021）、《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24）、《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0）、《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

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6）、《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51）、《关于公司股

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55）、《关

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2）、《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20-070）、《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0-083）。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核查情况

公司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为控股股东银河集团提供担保及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的情形，经公司自查确认，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发生总额为51,280.82万元，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为31,081.95万元；公司违规担保总额为45,133万元，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违规担保余额为11,180万元。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公司持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尽快解除担保、解决占用资金以消除

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承诺将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尽快解决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和

资金占用问题。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正在筹划解决相关违规问题，具体方案细节目前

尚存在不确定性。

1、关于资金占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31,081.95万元。

2、关于违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剩余担保所涉及诉讼公司可能需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违规

担保余额为11,180万元。

公司将持续排查可能存在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并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

效措施尽快解决相关违规问题，以及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本次披露的涉及控股股东资

金占用和违规担的总金额与余额较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公告数据无变化，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

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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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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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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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投资者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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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17起起诉；42起一审判决；44起二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

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上诉人

涉案金额：17起起诉案件原告索赔金额2,457,016.57元；42起一审案件原告索赔

金额6,717,800.27， 判决赔偿金额6,362,693.41元；44起二审案件原告索赔金额9,841,

555.92元，判决赔偿金额合计9,453,873.77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上述处于起诉阶段的案件，预计会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案件尚

未判决，暂时无法判断该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对于上述判决结果，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及规定将上述诉讼案件计提预计

负债，并保留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及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申请的权利。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成控股” ）于近日收

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17份《起诉状》及传票、42份一审《民事判决书》以及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44份二审《民事判决书》。 根据法院文书显示，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17名原告起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已受理并已于2020年12

月29日开庭审理未判决， 对42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

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44起上诉案件审理终结并作出二审判决。 现就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涉及起诉案件情况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涉及17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件，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2,457,016.57元。 上述案件均由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基本情况如下：

1、诉讼当事人

序号 原告 被告 索赔金额（元）

1 赵彬禄等4人 天成控股 322,748.37

2 林庆柱等13人 天成控股及相关责任人 2,134,268.20

合计 17人 / 2,457,016.57

2、原告的诉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合计2,457,016.57元；

（2）判令被告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8年11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12号）， 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有关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披露的《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8-073）。 17名原告以公司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为由，分别向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就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17起案件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2,457,016.57元。 截至目前，上述案件法院已

受理并已于2020年12月29日开庭，未判决。

二、一审案件情况

42名中小投资者就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

《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已对上述案件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42名中小投资者

被告：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的诉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合计6,717,800.27元；

（2）判令被告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8年11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12号）， 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有关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披露的《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8-073）。

（二）法院判决情况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并作

出一审判决。 根据相关法院文书，法院认为：被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行为；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7年1月26日，虚假陈述更正日为2017年4月24日，基

准日为2017年7月6日；原告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本次诉讼总

体判决情况如下：

（1）由公司承担42名中小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及相关费用；

（2） 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共计6,362,

693.41元（含印花税）；

（3）案件受理费由公司承担。

三、二审案件情况

公司针对44名中小投资者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上诉至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上述案件审理终

结并作出二审判决。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44名中小投资者

2、诉讼请求：

（1）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金额合计人民币9,453,873.77元；

（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3、主要事实与理由：

天成控股的信息披露行为不构成虚假陈述；本案虚假陈述与被上诉人交易决策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存在系统性风险。

（二）法院判决情况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并作

出二审判决。 根据相关法院文书，法院认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次诉讼总体判决情况如下：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公司承担。

三、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对于上述处于起诉阶段的案件预计会

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案件尚未判决，暂时无法判断该诉讼对公司本期或

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对于上述判决结果，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及规定将上述

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并保留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及向最高

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的权利。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后续将积极采

取各项措施，妥善处理诉讼事宜，依法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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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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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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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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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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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6亿元至-3.08亿元。

2.公司本次业绩预亏主要是由于主营业务效益持续下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非

经常性损益等原因所致。 本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0.73亿元。

3. 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3亿元至

-2.35亿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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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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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相比， 将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6亿元至-3.08亿

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3亿元至-2.35亿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本公司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6,007,878.1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91,180,375.78元

（二）每股收益：-1.6614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0年，因公司涉及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诉讼等情况，导致公司现金

流愈加紧张、债务压力加剧，且公司整合的中压事业部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盈利能力

继续下滑，亏损持续增加。

（二）计提资产减值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

原则，为完整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公司拟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部

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三）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名下的土地资产因涉及诉讼被司法拍卖并成交，预计该司法拍卖事项将形

成损失并计入资产处置损益。

四、风险提示

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预测数据，公司认为不存在

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但有存在偏差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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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由于受到生产经营的亏损、减值准备的计提、资产司拍的损失以及公

允价值变化的确认等因素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0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若公司经审计的2020年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公司股票将在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

正在积极筹划解决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事项，若该事项解决，原预计计提的损失

将冲回， 公司净资产将为正数。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7）。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12� � � �股票简称：ST天成 公告编号：临2021－007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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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13.3.2第

（二）条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现将相关风

险提示如下：

1、公司由于受到生产经营的亏损、减值准备的计提、资产司拍的损失以及公允价

值变化的确认等因素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0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若公司经审计的2020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股票将在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正在

积极筹划解决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事项，若该事项解决，原预计计提的损失将冲

回，公司净资产将为正数。

2、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目前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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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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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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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1年2月3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34 *ST富控 2021/1/27

二、取消原因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增补第十届董事会候选人及在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等议案。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 《告知

函》，因国内新冠疫情有所蔓延及相关人员个人原因，公司拟于2021年2月3日召

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聘任的董事可能无法前往上海履职。 基于上述事

项， 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原定于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故

取消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关于本次取消的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尽快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给

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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