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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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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中止审理，解除原冻结资金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一
涉案的金额：涉诉案件金额为 1614.53 万元，解除冻结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1、 台达于 2019 年 7 月诉讼公司三个案

件共被冻结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本案诉讼已中止，且公司现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已解除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存款中仍有人民币 2000 万元处于冻结状态；2、因涉案
专利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存在权利归属争议， 故本案的最终判决还需等待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 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败诉，本案可能会
被恢复审理。 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光峰科技”）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之一、
之二）。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裁定结果分别如下：中止涉诉案件审理；解除对公司存款
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的查封、冻结。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送达关于台达公司起诉光峰

科技的三份《民事起诉状》（（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663 号、664 号）及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三份《民事裁定书》（（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663 号、664 号）等相关材
料。

就原告台达公司诉被告光峰科技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
别立案受理（案号分别为（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663 号、664 号），并根据台达
公司的申请作出 (2019) 粤 73 知民初 662 号、663 号、664 号民事裁定， 分别裁定查
封、冻结公司存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合计人民币 3000 万元。 具体
内容参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针对（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案件涉及的“荧光剂色轮及其所适用的光源系
统”发明专利，公司以专利权权属纠纷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
为（2019）粤 03 民初 4309 号。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2019 年 11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8）。 目前该案件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进展情况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作出(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之

一民事裁定、于 2020 年 1 月 16 作出(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之二民事裁定，具体
裁定内容如下：

1、（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之一
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案件过程中，光峰科技向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具体理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
及公司人员就本案专利权属纠纷对台达公司的起诉，案号为 (2019)粤 03 民初 4309
号。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査认为，本案审理应当以原告台达涉案专利稳定、权属
清晰无争议为前提。 经查实，该案专利在其他法院存在权利归属争议，本案必须以
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条第一款(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本案中止诉
讼。

2、（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之二
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2019)粤 73 知民初 662 号案件过程中认为，本案诉讼

因诉请专利权归属存争议已中止。 基于此，本案侵权之诉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且诉
讼周期明显拉长，为公平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财产保全措施应予解除；尤其在
本案中，保全标的较大，为避免重大利益损失扩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解除对被告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
的查封、冻结。 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三、案件执行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 44201501100052558070 账户存款中的

1000 万元已被解除冻结。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台达于 2019 年 7 月诉讼公司三个案件共被冻结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本案诉

讼已中止，且公司现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已解除冻结。 台达公司诉光峰科技侵害发
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2019） 粤 73 知民初 663 号、664 号案件处于正在审理阶段，
公司银行账户存款中仍有人民币 2000 万元处于冻结状态。

因原告台达涉案专利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存在权利归属争议， 故本案的
最终判决还需等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 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公司败诉，本案可能会被恢复审理。 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最终实际影
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

公司董事会仍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
相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及时对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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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金生辉、李建莉分别持有公司 5,942.8594 万股、2,181.2963 万

股无限售流通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122%、3.8951%；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金飞梅持有公司 2,382.07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37%。 本次质押后，金生辉、
李建莉、金飞梅分别累计质押数量为 5,275.3440 万股、2,181.2963 万股、1,530 万股，分别占其持股总数的 88.7678%、100%、64.22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1,156.876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6369%；累计质押数量 29,194.8603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
的 93.7028%，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333%。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金生辉、李建莉，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金飞梅的通知，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1,760 万股、2,181.2963 万股、1,53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以下简称“青海银行”）。 本次股票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金生辉 否 1,050.0000 否 否 2020.1.9 2022.1.9 青海银行 17.6683% 1.8750% 补充流动资金

金生辉 否 710.0000 否 否 2020.1.9 2022.1.9 青海银行 11.9471% 1.2678% 补充流动资金

李建莉 否 2,181.2963 否 否 2020.1.17 2022.1.17 青海银行 100.0000% 3.8951% 补充流动资金

金飞梅 否 1,530.0000 否 否 2020.1.17 2022.1.17 青海银行 64.2298% 2.7321%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 5,471.2963 / / / / / 52.0767% 9.7701%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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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金生光 14,925.5273 26.6525% 14,924.2000 14,924.2000 99.9911% 26.650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生辉 5,942.8594 10.6122% 3,515.3440 5,275.3440 88.7678% 9.420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阳光投资 5,284.0200 9.4357% 5,284.0200 5,284.0200 100.0000% 9.435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飞梅 2,382.0725 4.2537% 0.0000 1,530.0000 64.2298% 2.732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李建莉 2,181.2963 3.8951% 0.0000 2,181.2963 100.0000% 3.895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飞菲 275.6880 0.492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王生娟 82.7064 0.147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马金龙 82.7064 0.147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合计 31,156.8763 55.6369% 23,723.564 29,194.8603 93.7028% 52.133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金阳光投资系青海金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4、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辉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3,515.344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9.152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2774%，对应融资余额 8,000.00

万元；金生辉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0 股；李建莉、金飞梅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0 股。 截至目前，金生辉、李建
莉、金飞梅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收益、股票红利等其他收入，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6、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股票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股票质押不会对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

影响。
（3）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目前不存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7、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的资信状况
截至目前，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无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自有资金、投资收益、股票红利等其他收入

等，偿债风险可控。
8、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不存在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公司为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投

资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9、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目前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股票质押率虽然较高，但不存在强制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 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平仓风险。 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将加快资金回笼，降低质押融资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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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021,627,435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是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或“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一）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出

具的《关于核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305 号）核准，公司向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
团”）、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青岛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山东港口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达盈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
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共计 9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普通股 2,043,254,870 股。

（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A 股股票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详见公司 2019 年 1 月 25 日通过信
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3）。

（三）锁定期安排
中远海运集团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发

行对象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将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上市流通。 各发行对象的具体锁定期安排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021,627,435 36

2 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24,867,724 12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达盈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275,132 12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19,047,619 12

5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3,756,613 12

6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13,756,613 12

7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111,111 12

8 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注 105,820,105 12

9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992,518 12

合计 2,043,254,870 -

注：青岛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总

数为 12,259,529,227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港口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达盈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国
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认购的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各自作出的股份锁
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履行本次发行持续督

导责任的保荐机构，针对本次限售股流通的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限售承诺，中远海控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金公司对中远海控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021,627,435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224,867,724 1.83% 224,867,724 0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达盈
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2,275,132 1.08% 132,275,132 0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119,047,619 0.97% 119,047,619 0

4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3,756,613 0.93% 113,756,613 0

5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13,756,613 0.93% 113,756,613 0

6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11,111,111 0.91% 111,111,111 0

7 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105,820,105 0.86% 105,820,105 0

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00,992,518 0.82% 100,992,518 0

合计 1,021,627,435 8.33% 1,021,627,435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797,223,125 -775,595,690 1,021,627,435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46,031,745 -246,031,745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43,254,870 -1,021,627,435 1,021,627,435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7,635,674,357 1,021,627,435 8,657,301,792

H股 2,580,600,000 - 2,580,6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216,274,357 1,021,627,435 11,237,901,792

股份总额 12,259,529,227 - 12,259,529,227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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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日，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柯利达”）股东（实际控制人）顾益明先生共持有柯利达股票 52,269,16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45%。 顾益明先生持有柯利达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解质）为 0 股。
顾益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顾龙棣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59,5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3%。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顾益明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顾益明

本次解质股份 19,4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7.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1%

解质时间 2020年 1月 20日

持股数量 52,269,165股

持股比例 9.4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暂无继续质押的计划。 顾益明先生根据其资金需求，如有后续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上市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股东（实际控制人）顾益明先生共持有柯利达股票 52,269,16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45%。 顾益明先生持有柯利达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解质）为

0 股。 顾益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顾龙棣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59,5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3%。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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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 2 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0,502,93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0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吴志雄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2 人，董事廖长宝先生、董事杨鹏先生、独立董事赵

小凡先生、独立董事王浩先生、独立董事刘润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会主席陈周明先生、监事洪培琪先生因

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吴丽卿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502,9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502,9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宫志松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240,499,034 99.99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37,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宫志松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400 89.5442 0 0.0000 3,900 10.455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晖、刘诗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0 日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编号：2020-005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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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公司业绩预计增加约 12,259 万元，同比增加约 63.71 %。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增加约 12,509 万元，同比增加约

73.65 %。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19,241 万元）相比，将增加约 12,259 万元，同比增加约 63.71 %。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16,984 万

元）相比，将增加约 12,509 万元，同比增加约 73.65%。
（三）本期业绩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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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984 万元。
（二）每股收益：0.2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高端产品持续升级替换，市场拓展加强，产品结构优化，淘汰部分低端产品，

利润率增加；
2、移动通信及其应用类设备出货助力公司转型升级，提升毛利率水平；
3、通过强化供应链管理及整合能力，加强供应商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优化产品

设计，有效控制物料成本；通过对精益制造的生产改革，进一步提升了生产质量和
效率，降低了生产制造成本，使得毛利率比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

增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 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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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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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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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约 7,950 万元，同
比减少 70%左右。

●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减少约 7,850 万元，同比减少 80%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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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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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约 7,950 万元，同比减少 70%左右。
2、 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减少约 7,850 万元，同比减少 80%左右。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

绩预告进行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52.54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832.72 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7898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主营业务影响：
1、受针织横机行业周期性调整、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叠加影

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约 20%、毛利率下降约 2.5%；
2、公司高性能伺服系统及缝制设备电控系统业务尚处于投入期，公司加大对

其研发及运营投入，也影响了整体业绩。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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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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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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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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