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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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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下属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新发诉讼案件累计涉及金额约 3,238 万

元；同时，公司部分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近期发生了进一步实质性进
展。

截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诉
讼、 仲裁累计计提损失 35,715.78 万元， 其中以前年度累计计提损失 30,501.57 万
元，2019 年度计提损失 5,214.21 万元（该财务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
准）。

一、诉讼总体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新发诉讼案件累计涉及金额约 3,238 万

元；同时，公司部分前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近期发生了进一步实质性进
展。 相关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发案件基本情况

序号 类型 起诉方 /申请
方

被诉方 /被申
请方

诉讼 /仲
裁类型

诉讼 /仲裁
基本情况

涉及金额
（单位：万元）

当前进
展

1 被诉 董泽宁、汪永
黄景光、王国
军、五矿山东物
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求判令
合同无效 400 一审中

2 起诉 五矿钢铁上海
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
局集团北方工
程有限公司、中
铁上海工程局
集团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付
货款及逾期利

息
163 已调解

3 起诉 五矿钢铁哈尔
滨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
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付
货款及资金占

用费
233 已调解

4 起诉 五矿宁波进出
口有限公司

上海沪晟实业
有限公司、上海
鑫玉实业有限
公司、彭团斌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返还
货款及违约金 1,649

一审判
决我方
胜诉，对
方已提
起上诉

5 起诉 五矿钢铁（武
汉）有限公司

山东全通精密
薄板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付
货款及资金占

用费
793 一审中

（二）前期部分已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序号 类型 起诉方 /申请
方

被诉方 /被申请
方

诉讼 /仲
裁类型

诉讼 /仲裁
基本情况

涉及金额
（单位：万

元）

当前进
展

1 起诉 五矿钢铁西安
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及资
金占用费

1,186 已调解

2 仲裁
龙岩美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福建金大鑫钢铁
铸造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深圳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龙岩卓鹰制
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求被
申请方承担
赔偿责任

19,800 裁定无
管辖权

3 起诉 五矿钢铁西安
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及利

息
2,292 已调解

4 起诉 五矿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华东天工投
资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返
还货款并支
付违约金

2,022
一审判
决我方
败诉

5 起诉 中国矿产有限
责任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
团黄河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返
还货款并支
付利息

3,147

裁定驳
回对方
再审申
请

6 被诉 美达王（北京）
商业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人
崇利制钢有限公
司、天铁第一轧
钢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求返
还款项 3,018 再审中

7 起诉 五矿钢铁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工物
资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及利
息

4,124

一审判
决驳回
我方起
诉

8 被诉 港和（上海）经
贸有限公司

中国矿产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求返
还款项及利

息
2,121

裁定驳
回对方
再审申
请

9 起诉 中国矿产有限
责任公司

济源泰宏置业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及利

息
3,826 已结案

10 被诉 厦门百城商贸
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求返
还货款及费

用
3,483

一审判
决我方
胜诉，对
方已上
诉

11 起诉 五矿无锡物流
园有限公司

无锡市聚尔森商
贸有限公司、江
苏金煜满堂置业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返
还货款 4,500

裁定驳
回我方
再审申
请

12 起诉 五矿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

大亚湾宝兴钢铁
厂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支
付货款及利

息
8,401

重审一
审判决
我方胜
诉

13 起诉 五矿钢铁西安
有限公司

郑州市鸿盛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五矿丰汇特
种钢有限公司、
洛阳市融盛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返
还货款及利
息

5,713 重审一
审中

14 被诉 无锡华东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

五矿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五矿无
锡物流园有限公

司

公司设立
纠纷

诉求支付款
项及利息 4,525

一审判
决我方
败诉

15 起诉
中国五矿深圳
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

龙岩鸿裕贸易有
限公司、东莞赐
华文具制品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诉求对方返
还预付货款
并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9,681 一审中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诉龙岩鸿裕贸易有限公司、东莞赐华文

具制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深圳公司”）与龙岩鸿裕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鸿裕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东莞赐华文具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赐华公司”）对龙岩鸿裕公司在上述协议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五矿深圳公司依约向龙岩鸿裕公司支付货款，但其未按约履行交货义务，
也没有向五矿深圳公司退还剩余预付款。 为继续追讨欠款，五矿深圳公司将龙岩鸿
裕公司、东莞赐华公司起诉至法院。 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2、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沪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鑫玉实业有限公
司、彭团斌案

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宁波公司”）与上海鑫玉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五矿宁波公司从上海沪晟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沪晟公司”）购买螺纹钢并向鑫玉公司供货，五矿宁波公司向沪晟公司
先行支付货款。 鑫玉公司及彭团斌分别向五矿宁波公司出具承诺书，确保沪晟公司
能够按合同约定交货。 后沪晟公司未能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五矿宁波公司
向宁波市北仑区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期间，沪晟公司清算注销，五矿宁波公司将被
告沪晟公司变更为其股东张新。 宁波市北仑区法院判决张新返还货款 1600 余万元
并支付违约金 48 万余元，鑫玉公司和彭团斌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目前张新已提
起上诉。

3、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中国五矿
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本案与另案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山开发
建设”）案相关联，富山开发建设与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
美伦”）、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鑫钢铁”）签订了借款协议，
约定由富山开发建设向龙岩美伦提供 1.44 亿元借款， 但龙岩美伦与金大鑫钢铁未
依照约定偿还借款，故富山开发建设将龙岩美伦诉至法院。 诉讼过程中，为查清事
实，法院依法追加五矿深圳公司、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龙岩卓鹰贸易有限公司、
金大鑫钢铁、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具体情况详见《五矿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临 2017-41）），法院判决金大
鑫钢铁及龙岩美伦承担还款责任。 后龙岩美伦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仲
裁请求金大鑫钢铁支付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和律师费等，并要求五矿深
圳公司和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利息、违约金等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经鉴定龙岩美伦申请仲裁所依据的协议书中五矿深圳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签字均为
虚假，故厦门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书，确认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

4、厦门百城商贸有限公司诉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
厦门百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百城公司”）诉称，其与五矿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签订了多份钢材《购销合同》，并依照上述购销合
同的约定向五矿钢铁支付了钢材预付款。 厦门百城公司认为，五矿钢铁在收款后没
有实际履行完全部购销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 已构成违约， 故将五矿钢铁诉至法
院。 案件审理期间，厦门百城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诉请返还货款金额由 9,633 万元
变更至 3,286 万元。 经审理，厦门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厦门百城公司
的诉讼请求，厦门百城公司已上诉至福建省高级法院，目前该案正在二审中。

5、无锡华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诉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五矿无锡物流园有
限公司公司设立纠纷案件

无锡华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华东公司”）诉称其与五矿钢铁签
订了股东协议，就组建五矿无锡物流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无锡”）相关事项
进行约定，并签订土地及资产转让等后续协议。 无锡华东公司认为，五矿无锡没有
按照股东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全部代垫款项及期间产生的资金成本， 故将五矿钢
铁、五矿无锡诉至法院。 近日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五矿无锡
向无锡华东公司支付前期投入款项的金额以及资金占用成本。 目前该案正在一审
上诉期内，五矿无锡拟提起上诉。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公司已按照会计

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诉讼、仲裁累计计提损失 35,715.78 万元，其中
以前年度累计计提损失 30,501.57 万元，2019 年度计提损失 5,214.21 万元（该财务
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事项，
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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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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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将本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主要经营情况
1.按业务类型统计

业务类型
2019年 10-12月 2019年累计

新签项目数
量(个)

新签合同额
（亿元人民币）

新签项目
数量（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人民币） 同比增减

工程承包 1681 7787.606 3952 17306.532 27.97%

其
中

铁路 286 1141.599 693 2613.218 23.24%
公路 186 1276.792 441 3248.194 11.43%
其他 1209 5369.215 2818 11445.120 34.84%

勘察设计咨询 1534 31.676 4646 149.284 -15.71%
工业制造 不适用 116.322 不适用 257.970 5.78%
房地产开发 不适用 644.394 不适用 1254.181 34.20%
物流与物资贸易 不适用 290.255 不适用 956.681 10.90%
其他业务 不适用 45.950 不适用 143.896 39.69%
合计 - 8916.203 - 20068.544 26.66%

2.按地区分布统计
地区分布 新签合同额（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减
境内 17376.115 19.48%
境外 2692.429 106.76%
合计 20068.544 26.66%

房地产板块本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2019年 10-12月

面积 /金额
2019年累计

面积 /金额 同比增减

新增房地
产 储 备
（万 m2）

规划总建筑面积 289.80 1008.39 2.17%
权益规划总建筑面积 248.67 803.06 -0.79%
建设用地面积 84.09 330.8 3.84%
权益建设用地面积 74.23 254.35 -2.81%

开工面积（万 m2） 621.89 1338.97 35.39%
竣工面积（万 m2） 553.29 650.02 -6.53%
签约销售面积（万 m2） 422.49 860.13 29.52%
签约销售金额（亿元人民币） 644.394 1254.181 34.20%

注：
1.房地产业务的“新签合同额”为签约销售合同额。
2. 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参考。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尚在进行前期工作中，未开工。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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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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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交易概述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

子公司拟挂牌转让所持部分五矿兰州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
属子公司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五矿兰
州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兰州物流”）80%股权， 挂牌价格不低于
25,236.8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拟挂牌转让所持部分股权的公告》（临 2019-29）。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9 年 8 月 20 日，五矿兰州物流 80%股权转让项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挂牌时间为 20 个工作日，挂牌截止日为 2019 年 9 月 17 日。 截至挂牌公告
期届满， 未征集到有效意向受让方。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拟挂牌转让所持部分股权的进展
公告》（临 2019-42）。

2019 年 12 月 24 日，五矿兰州物流 80%股权转让项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再
次公开挂牌，挂牌条件与首次挂牌相同，挂牌时间为 20 个工作日，挂牌截止日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截至挂牌公告期届满，未征集到有效意向受让方。具体情况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拟
挂牌转让所持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临 2019-67）。

依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则，在不改变挂牌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继
续将该项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征集意向受让方。 如改变挂牌条件，将重
新征集意向受让方。 五矿钢铁拟继续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延长挂牌期限，继
续征集受让方。 相关挂牌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s://www.suaee.
com）。

三、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
五矿兰州物流 80%股权转让项目的上述进展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预计的股权转让收益能否实现具有不确定性。 如后续另有安排，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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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0-06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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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业绩预计盈利 1.5 亿元左右。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亏损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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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 亿元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000 万元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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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6 亿元。
（二）每股收益：-0.8860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19 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经济结构

不断优化，但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钢铁行业内，铁矿石价格波动剧烈，钢材
价格震荡起伏，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钢铁行业发展有所趋缓，市场供需增速下行，企业效益有所下降。黑色金属流通

领域受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贸易商盈利空间日趋收窄，市场
风险的隐患性和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公
司稳扎稳打、深入推进改革攻坚、积极促进业务转型与机制改革，严控经营风险、降
杠杆、减负债、清逾期、促回款，夯实业务基础、减亏控亏、改善经营质量，经营业绩
同比大幅好转。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2019 年，公司部分被诉案件本期达成有利和解，赔付金额较前期预计减少；处

置子公司股权，确认股权处置收益；处置土地的应收对价款回款条件进一步明确，
确认资产处置收益；应收款项清欠力度加强，收回逾期欠款，转回坏账准备；收到政
府补助等，上述非经常性事项收益进一步增加了公司 2019 年业绩。

四、风险提示
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深圳”）所

涉李显河借款纠纷案，2018 年法院一审判决五矿深圳败诉，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已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当前该案件仍在二审审理中，若在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法院作出此案二审判决， 届时公司将以法院二审生效判决结果
为准判断对公司 2019 年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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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11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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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中标廊坊临空经
济区起步区 11 个村街棚户区改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 62.25 亿元。 项目合作期为 4
年。

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5%，约 15.56 亿元，注册资本金约 1 亿元。 全部由社会

投资人持股。 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他资金采用银行贷款筹集。
以上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1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新签重大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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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安宁市昆钢本部搬迁转型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项目总投资约 133.6 亿元。 项目合作
期限 10 年。

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30%，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5%，投资人持股 95%，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他资金采用银行贷款筹集。
以上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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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本公司中标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 D.009.X-TA02 标，计
划工期 44 个月，中标价约 43.3209 亿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8 年营业

收入的 0.59%。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8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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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38.59 万元至

13,256.92 万元，同比增长 52%至 62%。
2、公司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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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44 万元至 11,829.64 万元，同比增长 70%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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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438.59 万元至 13,256.92 万元，同比增长 52%至 62%。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72.44 万元至

11,829.64 万元，同比增长 70%至 80%。
（三）本期业绩预告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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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3.2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72.02 万元。
（二）每股收益：0.33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报告期内，受国家环保的管控要求，对于柴油车尾气治理的监管越发严格，
公司车用尿素溶液产品收入增长；

2、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较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致使整体产品毛利率相比
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预增没有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收购江苏瑞利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利丰”）70%

的股权，瑞利丰于 2018 年 8 月 1 日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2018 年并
入瑞利丰净利润 1,170.23 万元，2019 年并入瑞利丰净利润为 2,349.16 万元，较上期
增 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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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7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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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尚在
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监事
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

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相关工作进程，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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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预计为 2.39 亿元到 2.85 亿元，同比减少 8.30 亿元到 8.76 亿元，同

比减少 74%到 79%。
2. 公司本次业绩预减原因： 上期公司抛售宁波银行股票获得投资收益约 8.17

亿元，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抛售宁波银行股票所得收益不再计入“投资收
益”，而是直接转入归属股东的累计盈余；同时本期，公司锂电池材料正极业务经营
业绩同比下降。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为 1.13 亿元到 1.63 亿元，同比减少
1.40 亿元到 1.90 亿元，同比减少 46%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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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2.39 亿元到 2.85 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8.30 亿元到
8.76 亿元，同比减少 74%到 79%。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3 亿元到 1.63 亿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1.40 亿元到 1.90 亿元，同比减少 46%
到 63%。

（三）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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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03 亿元。

（二）每股收益：0.993 元 / 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上期公司抛售宁波银行股票获得投资收益约 8.17 亿

元；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抛售宁波银行股票所得收益不再计入“投资收益”，
而是直接转入归属股东的累计盈余。

本期公司抛售宁波银行股票 45,096,583 股 ,获得收益约 9.68 亿元，如未发生国
家会计准则变更，则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减少为 9%到
13%。

（二）主营业务影响。 本期，正极材料上游原材料钴的价格同比大幅下滑，及补
贴退坡致使下游主机厂和动力电池厂对成本控制更加严苛， 导致公司正极材料销
售价格下滑，从而致使公司正极材料业务经营业绩同比下滑。

四、风险提示
基于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自身专业判断及与年审会计师初步沟通后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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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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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公司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

保荐代表人。
（以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0 日， 公司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0.6 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并将上述
归还事项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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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亨通慈善基金会向社会捐赠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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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亨通电力

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力缆”）、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
通线缆”）、江苏亨通电力特种导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特导”），拟以定向捐赠
的方式分别向亨通慈善基金会捐赠 350 万元人民币、70 万元人民币、50 万元人民
币、30 万元人民币，并委托亨通慈善基金会定向捐赠给吴江区慈善基金会；

亨通慈善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的夫人钱丽英女
士，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亨通线缆、亨通力缆、亨通特导分别委
托亨通慈善基金会向吴江区慈善基金会捐赠 350 万元人民币、70 万元人民币、50
万元人民币、30 万元人民币，除此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亨通力缆、亨通线缆、亨通特导未与亨通慈善基金会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以及其
他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回馈社会，帮助社会贫困弱势群体，公司与亨通力缆、亨通线缆、亨通特导

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与亨通慈善基金会签订《定向捐赠协议》，以定向捐赠方式向
亨通慈善基金会分别捐赠人民币 350 万元人民币、70 万元人民币、50 万元人民币、
30 万元人民币，并委托亨通慈善基金会将该笔款项定向捐赠给吴江区慈善基金会，
捐赠款主要用于扶贫济困、扶危济难、慈善光彩助学等公益慈善项目，帮助社会贫
困弱势群体。

亨通慈善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的夫人钱丽英女
士，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亨通线缆、亨通力缆、亨通特导分别委
托亨通慈善基金会向吴江区慈善基金会捐赠 350 万元人民币、70 万元人民币、50
万元人民币、30 万元人民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亨通光电：2019-002
号）。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月个内，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亨通力缆、亨通线
缆、 亨通特导未与亨通慈善基金会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以及其他关联人发生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亨通慈善基金会，2011 年 2 月由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
法定代表人：钱丽英
企业性质：非公募基金会
注册地址：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经济开发区中山北路古塘路口
经营范围：扶危济困、助残助学、公益捐助、社会福利建设、抗灾赈灾。
原始基金数额：伍仟万元整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亨通慈善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的夫人钱丽英女

士，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三、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总金额为 500 万元人民币。社会捐赠的额度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和股东利益构成不利影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亨通慈善基金会向吴江区进行社会慈善捐赠，旨在统一捐赠途径，提

高公司在社会慈善活动中的整体影响力，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济弱扶
贫，回馈社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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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收到江苏省商务厅《企业境外投资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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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向华为技术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华为海洋网络（香港） 有限公司 51%股
权。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收到江苏省商务厅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
投资证第 N3200202000036 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涉及的江苏省商务厅境外投资备案程序已经完成。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后续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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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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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