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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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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为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
股份 195,547,610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2%。

2020 年 1 月 16 日， 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195,547,610 股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轮候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62%。 2020 年 1 月
17 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195,547,610 股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7
轮，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62%。

公司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书》[2020 司冻
0116-01 号、0117-04 号]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京
03 民执 277 号、278 号、279 号、280 号、281 号、282 号、283 号及 284 号 ]， 获悉公司
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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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20 年 1 月 17 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195,547,610 股被轮候冻结 7 轮。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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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195,547,610 9.62% 195,547,610 100% 9.62%

合计 195,547,610 9.62% 195,547,610 100% 9.62%

2019 年 12 月 25 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195,547,610 股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62%。 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被冻结的公告》（临 2019-042）。

本次冻结事项系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195,547,610 股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轮候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62%。

三、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相关说明
经征询，新华联控股关于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原因回复如下：
受近期新华联控股下属企业新华联财务公司与湖南出版财务公司事件影响，

加上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对新华联控股尚未到期的 26.8
亿元信托贷款申请强制执行。

基于新华联控股良好的基本面，各实业板块业绩稳定增长，加之新华联财务
公司与湖南出版财务公司已达成和解，而且由于上述贷款并未到期，新华联控股
并不存在违约情况。 新华联控股承诺贷款到期时将按合同约定向民生信托偿付本
息。

1 月 17 日，本着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原则，新华联控股与中国民生信托有限
公司友好沟通，最终达成和解。 双方已正式签订和解协议，已于 1 月 19 日向法院
提交和解协议，申请解除相关执行措施，由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四、其他说明
新华联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份被司法冻结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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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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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复议申请人
●涉案标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万股股权及其孳息、配送股、转增

股、已分配红利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判定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 月 14 日，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凉山中院”）就重庆市涪陵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涪陵投资”）在该院提起的执行异议出具的（2019）
川 34 执异 13 号《执行裁定书》，四川凉山中院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川 34 执恢
15 号执行裁定；二、解除对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74304000.00(原为 5000 万股)的股份及收益的冻结措施。（上述事项具
体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临时公告《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临时编
号：2020—001 号）

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不服四川凉山中院作出的（2019）川 34 执异 13 号执行裁定，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通过四川凉山中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省高院”）递交
了《复议申请书》，请求四川省高院撤销四川凉山中院（2019）川 34 执异 13 号执行
裁定，继续冻结涪陵投资持有的华西证券 74304000.00(原为 5000 万股 )的股份及收
益。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该案诉讼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无法准确判断本诉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公告以上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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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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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201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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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万元左右。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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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0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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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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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 � � � � 万元左右。
2、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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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000 万元左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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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7.72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779.6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4122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种子与食品贸易产业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亏损较上年同期
有较大幅度的减少，食品与贸易产业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幅较大。 但报告期内，国内玉米种子行业整体市场竞争激烈，农作物新品种不断
涌现，市场竞争压力仍然很大，食品与贸易产业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市场波
动等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二）根据对行业发展状况的预测，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及信用减值损失准备，影响金额 9,100 万元左右，具体金额以审计、评估为准。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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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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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 公司将连续两年亏
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9 年年报披
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2 月销售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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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1-12 月，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1095.3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6.63%；实现
销售金额 1015.37 亿元，同比增长 18.70%，其中权益销售金额为 715.40 亿元。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由于在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
不确定性，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

状况作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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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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之一
案件涉及金额：1,570,444,355.40� 元及相关案件受理费
相关进展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 结合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资金的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利润返还款 3,000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本次支付利润返还款 3,000 万元后，公
司货币资金相应减少 3,000 万元人民币，应付返还利润款减少 3,000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尚需向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锌
业”）返还利润本金 800,852,899.68 元，返还利润本金公司已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
计入损益；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公司对尚未支付的应付返还利润
款计算延迟履行金，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相关银行账户能够正常使用，流动资金能够满足
日常经营的基本需要。若法院对该案执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可能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案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基本情况
因合同纠纷，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金鼎锌业四家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怒江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财政局、云
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原告起诉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集
团”）和公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无效；公司向金
鼎锌业返还 2003 年至 2012 年获得的利润， 扣除已经支付的增资款 496,342,200 元
后，公司向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支付 1,074,102,155.4 元；由宏达集团和公司共同
负担一审受理费和保全费 6,093,294.02 元， 由公司负担二审受理费 5,202,137.52
元。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处于执行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金鼎锌业 60%股权

已办理至四原 告 名 下 ； 云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已 扣 划 公 司 银 行 存 款 合 计
223,249,255.72 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对公司位于成都市的部分房产（处于司
法冻结状态）进行司法拍卖，目前法院已启动对上述房产的资产评估和拍卖程序。
公司持有的上述房产及四川信托 22.1605%股权仍处于被冻结状态。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利润返还款
2,000 万元。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宏达股份关于前期重大民
事诉讼的进展公告》（临 2019-044）。

2020 年 1 月 19 日，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资金的实际情况，向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指定账户支付利润返还款 3,000 万元。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支付利润返还款 3,000 万元后，公司货币资金相应减少 3,000 万元

人民币，应付返还利润款减少 3,000 万元人民币。
2、 截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尚需向金鼎锌业返还利润本金 800,852,899.68

元，返还利润本金公司已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执行通知书， 公司对尚未支付的应付返还利润款计算延迟履行金， 计入当期损
益。

3、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相关银行账户能够正常使用，流动资金能够满
足日常经营的基本需要。若法院对该案执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可能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案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重大民事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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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为公

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 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95,547,6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9.62%。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新华联控股计划自 2019 年 10 月 19 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1,92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6%）。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后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 任意连续 90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目前，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已过半，新华联
控股未实施减持。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收到新华联控股《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已过半，新华联控股未实施减持。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95,547,610 9.62% 非公开发行取得：

195,547,61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 0 0% 2019/11/11�

～2020/1/20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195,547,610 9.6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新华联控股非公司控股股东， 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新华联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
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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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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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现就相关风险提示如
下：

一、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计公司 2019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详见同日披露的《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2020-002）。

二、如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公司

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 2019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三、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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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9 年 1-4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 357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43.28%。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4198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约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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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 2019 年 1-4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 357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43.28%。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4198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约 37.01%。
（三）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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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3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665 万元。

（二）每股收益：0.1729�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业绩预告期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受上半年凉山州境内持续干旱

影响，公司自发电量和并网县、小水电站上网电量同比大幅下降，带动外购大网电
量同比增加，导致外购电成本同比增加，同时建安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影响了
公司当期经营业绩。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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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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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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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 - 电力》、《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一号 - 光伏》要求，现将公司 2019 年年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
告如下：

一、公司自有和控股水力发电站 8 座，权益装机容量 12.48 万千瓦，生产的电量均在凉山州范围内销售。

项 目 2019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增减变动幅度（%）

1、发电量（万千瓦时） 60,495.53 69,751.64 -13.27%

其中，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电情况：

发电分公司 32,311.13 42,656.85 -24.25%

四川省布拖县牛角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1,407.44 13,953.50 -18.25%

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6,776.96 13,141.29 27.67%

2、发电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58,238.07 67,652.42 -13.92%

上网均价（元 /千瓦时）（含税） 0.2366 0.2315 2.20%

3、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163,341.09 170,495.02 -4.20%

外购电均价（元 /千瓦时）（含税） 0.2981 0.2705 10.20%

4、售电量（万千瓦时） 206,987.53 225,081.55 -8.04%

售电均价（元 /千瓦时）（含税） 0.4570 0.4401 3.84%

二、本公司持有 51%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所属的塘泥湾光伏电站（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并网）装机容量 4 万千瓦（本公司权益装机容量 2.04 万
千瓦），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生产的电量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1、2019 年四季度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光伏电站 方式 所在地 装机容量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塘泥湾光伏电站 集中式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塘泥湾村 40MW 1,702.22 1,685.53 1,685.53

2、2019 年年度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光伏电站 方式 所在地 装机容量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含税电价（元 /�千瓦
时）

塘泥湾光伏电站 集中式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塘泥
湾村 40MW 6,637.90 6,568.47 6,568.47 注 1、注 2

注 1：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麦尔玛等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川发改价格函（2015）1269 号】的文件精神，2019 年 1 月至 5 月、11 月至 12 月塘泥湾光
伏电站上网含税电价为 0.95 元 / 千瓦时。

注 2：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四川省能源局《关于推进 2019 年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19）285 号】的文件精神，2019 年四川电网风电和光伏丰水期（6� 月 -10� 月）上网电量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并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根据交易结
算结果，2019 年 6-10 月塘泥湾光伏电站上网含税含补贴电价为 0.7588 元 / 千瓦时。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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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约 117,593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约 53%左右。
2．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88,138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约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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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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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加约 117,593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约 5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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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增加约 88,138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约 36%左右。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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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07.39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6,862.06 万元。
（二）每股收益：0.6223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公
司经营规模的逐年扩大，使得公司房地产项目在报告期的结转收入增加；同时公司
为提升房地产主业的核心竞争力，已实现了全国化的战略布局、多元化的投资模式
和产品改善升级，规模效应逐步显现。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增无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公司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等会计处理对于公司本期业绩预增无重大影响。
（四）其他影响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业绩预增构成重大影响的因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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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二）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关于本期

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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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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