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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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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原告方的案件预计金额为 86,315,341.90 元， 公司作为被告 / 被申

请仲裁方的案件预计金额为 0 元，累积涉案金额为 86,315,341.90 元。
●目前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处理，争取尽快解

决相关诉讼事项，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永智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重要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累计涉案金额为 86,315,341.90 元（已考虑部分延迟支付的利息、
违约金等）。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号 原告 /申
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案件受理 / 诉状

委托日期 案由 涉及金额（元） 案件阶段

1 天永智能 领途汽车有限公司 2019.5.21 合同纠
纷 1,386,713.33 执行完毕

2 天永智能

内蒙古欧意德发动
机有限公司、华欧德
变速器有限公司、华
泰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

2019.7.16 合同纠
纷 16,786,866.67 一审

3 天永智能
华欧德变速器有限
公司、北京华键汽车
控股有限公司

2019.8.13 合同纠
纷 596,062.50 一审

4 天永智能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
机有限公司 2019.10.10 合同纠

纷 1,597,328.00 一审

5 天永智能 绵阳野马动力总成
有限公司 2019.11.4 合同纠

纷 14,369,943.29 一审已判决

6 天永智能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
公司 2019.12.20 合同纠

纷 39,658,566.04 受理

7 天永智能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20.1.8 合同纠

纷 5,163,234.00 受理

8 天永智能 重庆比速汽车有限
公司 2019.1.19 合同纠

纷 6,756,628.04 受理

二、案件基本情况说明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原名“天永机械电子（上海）有

限公司”，2016 年 3 月 8 日变更名称。
（一）天永智能对领途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途汽车”）因合同纠纷提起诉

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领途汽车有限公司，被告原名“河北御捷车业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

25 日变更为现名称。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与领途汽车签订《河北御捷车业有限公司发动机装配

线（设备）采购合同》，因合同纠纷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790,000.00 元；
（2） 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596,713.33 元（以 79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4 月 4 日起算起至今全部付清日，按照年息 24%计算，暂计算至起诉日）。
以上两项合计 1,386,713.33 元（暂计算至起诉日）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件已执行完毕。 经民事调解，公司已收到 853,274.00 元。
（二）天永智能对内蒙古欧意德发动机有限公司、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华泰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内蒙古欧意德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意德”）、华欧德变速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欧德”）、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汽车”）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5 年 2 月 13 日，原告与被告华欧德签署《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 6AT 装配

线采购合同》，因合同纠纷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欧意德支付货款 1,600 万元（含合同总价 30%的进度款、10%的质

保金）；
（2）判令被告欧意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786,866.67 元（按万分之三，以 12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3 月 11 日起算至实际付清日；以 4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22 日起算至实际付清；均暂计起诉日）；

以上二项合计：16,786,866.67 元；
（3）判令被告华欧德和被告华泰汽车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三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申请诉讼保全，本案件一审审理中。
（三） 天永智能对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 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因合同

纠纷提起诉讼案。
被告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华泰汽车控股有限公司”，2018

年 11 月 30 日变更为现名称。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北京华键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华键”）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4 年 9 月，被告华欧德作为招标人、北京华键作为招标代理机构，邀请原告

参与“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 6AT 装配线”投标，原告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向北京华键支付投标保证金 500,000 元。 原告中标后与招标人签署并
履行《华欧德变速器有限公司 6AT 装配线采购合同》，投标保证金退还条件已成就，
但两被告至今未退还投标保证金。 因合同纠纷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

（1）判令两被告返还投标保证金 500,000 元；
（2）判令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96,062.50 元（以 500,000 为基数，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暂计至
起诉日）；

（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案经江阴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
（1）华欧德同意返还天永智能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该款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

一次性给天永智能。 若华欧德未按期履行给付义务，则需承担以未还款总额为基数
自 2019 年 12 月 24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天永智能有权就未给付部分及利息损失一并向法
院申请执行。

（2）天永智能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4,880 元、保全费 3,500 元，合计 8,380 元（天永智能已

预交），由天永智能负担。
（4）双方纠纷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纠葛。
（四）天永智能对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力帆”）因合同

纠纷提起诉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2 年 10 月 18 日，原、被告双方签订《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新 20 万

台发动机装配线及热试线合同》，因合同纠纷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483,500.00 元；
（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113,828.00 元（以 1,483,500.00 元为基数，

自 2018 年 1 月 6 日起算至全部付清日，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上浮 30%
计算，，暂计至起诉日）；

以上两项合计 1,597,328.00 元（暂计算至起诉日）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申请诉讼保全，本案件一审审理中。
（五）天永智能对绵阳野马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野马”）因合同纠

纷提起诉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绵阳野马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6 年 11 月 20 日， 原被告双方签订《GE 系列发动机智能装配生产线承揽合

同》，因合同纠纷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393 万元；
（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127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

起计算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以 1393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22 日起，计算至实
际付款日； 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30%； 暂计算至起诉日为
439,943.29 元）；

以上两项合计 14,369,943.29 元（暂计算至起诉日）；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申请诉讼保全，本案件一审已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绵阳野马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天永智能货款 1393 万

元；
（2） 被告绵阳野马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天永智能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以 127 万元为基础， 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计算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以
1393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22 日起，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利率均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 1393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
款清之日，利率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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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1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绵阳野马承担。

（六）天永智能对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银翔”）因合同纠纷提
起诉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5 年 9 月 15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原告与被告分别签订《设备采购合同》，

因合同纠纷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 38,721,960.00 元；
（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分别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止暂计共 513,932.43 元， 自 2017 年 3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止暂计共 422,673.61 元；并以 38,721,960.00 元为基数，支付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

（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申请诉讼保全，本案件法院已受理。
（七）天永智能对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江淮”）因合同纠

纷提起诉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3 年 6 月 1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采购及技

术服务合同》，，因合同纠纷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 3,930,000.00 元；
（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按照应支付合同价款的 0.3‰/ 日，自 2017 年 1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止暂计共 1,233,234.00 元；
（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申请诉讼保全，本案件法院已受理。
（八）天永智能对重庆比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速汽车”）因合同纠纷提

起诉讼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重庆比速汽车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诉讼请求：
2016 年 1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因合同纠纷向重庆市渝

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给付货款 6,622,900.64 元；
（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止暂计共 133,727.40 元；并以 6,622,900.64 元为基数，支付
自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已申请诉讼保全，本案件法院已受理。
特此公告。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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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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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计实现扭亏为盈，预计盈利 450 万元到 700 万元。
2、公司本次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是：①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的医药流通产业

收入同比增长 15%；②原分支机构国发大酒店经营用的物业对外出租，公司退出酒
店经营，减少亏损；③处置资产、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获得政府补助等事项，增加当
期收益。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亏损 885 万元到 1,1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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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预计为 450 万元到 700 万元。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885 万元到
1,1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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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11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99.82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5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公司医药流通业务销售收入增长。

公司医药流通企业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钦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积极
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发挥公司在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北部湾地区医药流通市场的
区域优势及批零一体化的渠道优势，深化上、下游产业链的融合，努力扩大经营药
品品种的规模，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稳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2019 年医药流通
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5%左右。

2、公司原分支机构国发大酒店经营用的物业对外出租，公司退出酒店经营，减
少亏损。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非经常性经营业务事项，预计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5 万

元左右。 主要包括：
1、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理财收益约 431 万元。
2、公司分支机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前期转让的丸剂

产品药品生产批文，在本期履行完转让手续，本期确认收益；全资子公司钦州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转让闲置房产等事项，取得资产处置收益约 1,016 万元。

3、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取得稳岗补贴、困难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府补助约
138 万元。

四、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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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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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06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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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预计公司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4,000 万元

至 6,000 万元。
2、 公司 2019 年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5,000 万元，主

要为转让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蓬莱沙河土地整理项目部分土地挂牌
交易以及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公司 2019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 -39,000 万元至 -4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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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 4,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

2、 公司 2019 年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5,000 万元，主
要为转让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蓬莱沙河土地整理项目部分土地挂牌
交易以及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39,000 万元至
-41,000 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732.09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256.0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 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 2019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约为 36,893 万元。
（二）2019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蓬莱亚泰兰海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整理的蓬

莱沙河项目的 PL2019010、PL2019011、PL2019012 号地块在烟台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挂牌交易，预计实现净利润约为 11,764 万元。

（三） 公司的参股企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经营业绩大幅
增长，致使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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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审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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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0-003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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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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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8,639.63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932.38 万元，同比
增加 83.54%左右。

（2） 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045.25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270.29 万元，同比增加 47.55%左
右。

（3）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707.2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774.96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产品的推出，并通过销售战略的
调整，公司制氧分子筛等高毛利额产品和新产品的销售占比均有所增加；同时公
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成本控制有效提升。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内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人民币

1,594.38 万元，金额较上一年度有较大增长，款项主要为政府补助。
综上，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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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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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88198 证券简称：佰仁医疗 公告编号：2020-007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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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佰仁医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256.9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916.93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87.33%左右。

2、 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6,122.06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319.43 万元左
右，同比增加 2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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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916.93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87.33%左
右。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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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43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27.47%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39.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802.63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2018 年非经常性损益为 -1,462.66 万元，其中确认

股份支付 1,645.27 万元，2019 年没有股份支付等较大金额的非经常性损益， 致使
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净利润增幅比例较大。

（二）主营业务的影响：2019 年公司努力开拓销售市场，提高主营业务收入，控
制成本支出，致使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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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0-003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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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信优选”）持有公司股份 7,793,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 6.8843%，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上述股份已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博信优选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264,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收到股东博信优选出具的《博信优选计划买卖公司证券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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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793,000 6.8843% IPO前取得：5,566,429股

其他方式取得：2,226,571股

注： 上述“其他方式取得” 为 2019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以总股本
80,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32,000 1.00% 2019/12/27～2020/1/30 30.88-32.55 2019/12/2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区
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2,264,000股 不超过：2%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2,264,000股 2020/3/3～2020/5/2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 自身资金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博信优选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承诺：
1、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本机构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本机构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将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根据自身财务规划，并考虑公司稳定股价、资本运作及长远发展的

需求，进行合理减持。
4、本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关注博信优选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其合法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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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信优选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意愿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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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博信优选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20-001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92.65%�— -89.07%
盈利：4758.99万元

盈利：350万元–52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公司经营区位于福建西北部，2019 年度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较大。 特别

是 1 月至 7 月份，仅汛期降水量及暴雨、特大暴雨次数均比往年增多，气候异常造
成公司经营区多次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如道路多处塌方、积水严重、河道水
位上涨导致淤泥覆盖，山体溜方，路基多处被洪水冲断等道路损毁等影响情况，林
区公路因受行业特殊性的影响受损情况更为严重且集材道路泥泞无法进行木材
集运。 以上情况虽未对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造成损失且山体溜方木材已及时清回
货场，但公司车辆及人员无法正常通行，公司无法正常组织木材生产，2019 年木材

销售数量下降。
（二）受中美贸易战以及整体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公司下游客户基于木制品

出口订单持续减少的情况，木材采购行为偏向保守；同时结合各级政府下达关于
有害生物防治的相关文件精神，公司相应调整管护、有害生物治理为主的经营策
略，木材销售收入下降、毛利率有所降低。

（三）受市场环境、相关政策及周期性的影响，公司林业技术服务业务收入较
上年大幅减少。

综上所述，由于经营区气候、中美贸易战、有害生物防治等原因，公司 2019 年
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本公司将理性应对上述情况，积极奋战，始终坚持以效益为中
心，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推动未来经营业绩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9 年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