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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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或“公司”)全资子公司西
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漫矿业”）于 2019 年 2 月 23 日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2 月 26 日、10 月 24 日披露了《兴
业矿业：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运输安全事故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8）和《兴业
矿业：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运输安全事故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9）、《兴业
矿业： 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进展公告》（2019-75）。 最新的进展情况如
下：

2019 年 11 月 18 日，银漫矿业向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西乌旗
应急局”）提交了《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复工整改的请示》以及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整改方案》。

2019 年 11 月 25 日，西乌旗应急局向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盟应
急局”）上报了《关于上报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复工前整改的请示》

（西应急发[2019]220 号）。
2019 年 12 月 2 日，盟应急局向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以下简称“自治区应

急厅”）上报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事故隐患整改工作的请
示》（锡应急发[2019]172 号）。

2019 年 12 月 25 日，自治区应急厅向盟应急局下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
厅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23”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有关问题的
复函》（内应急函 [2019]168 号）（以下简称“复函”），复函中表示原则同意银漫矿业
制定整改方案，责成盟应急局监督银漫矿业按复函中要求制定整改方案；整改方案
由盟应急局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报自治区应急厅备案，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行政公署（以下简称“盟行署”）同意后批复银漫矿业。 复函中还表示，银漫矿业具
备复产验收条件时，应经自治区应急厅同意方可组织验收。

2020 年 1 月 10 日，盟应急局将银漫矿业提交的《自查整改方案》报送至盟行
署。

2020 年 1 月 19 日，盟行署向盟应急局下发了《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关于西乌

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自查整改工作的批复》（锡署字[2020]8 号）。 批复中
表示，经研究，同意银漫矿业依据 2020 年 1 月 6 日审查通过的《自查整改方案》组
织实施，请盟应急局会同西乌旗人民政府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切实发挥西
乌旗属地监管责任，全程监督指导银漫矿业严格按照《自查整改方案》从严抓好自
查整改各项工作落实。

2020 年 1 月 20 日，盟应急局向西乌旗人民政府发送了《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
局关于西乌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自查整改工作的函》（锡应急函发 [2020]
13 号），此函同时抄送至西乌旗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旗应急局”）。 函中表示，按
照盟行署要求，请西乌旗人民政府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责成旗应急局等有关部
门全程监督指导银漫矿业认真组织开展自查整改工作， 从严抓好自查整改各项工
作落实，自查整改过程中，盟应急局将会同旗应急局对银漫矿业组织实施自查整改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专项执法和督导。

2020 年 1 月 20 日,� 盟应急局同时向银漫矿业下发了《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
关于同意西乌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锡应急函

发（2020）14 号）。 通知中写明，经盟行署研究，同意银漫矿业依据 2020 年 1 月 6 日
审查通过后的《自查整改方案》组织实施自查整改工作，请银漫矿业进一步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认真按照《2·23 井下车辆伤害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有
关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及应急管理厅《关于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23 重大事故
隐患整改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应急函[2019]168 号）要求，进一步深化和量化《自查
整改方案》和《自查整改表》，明确自查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全面
组织实施自查整改各项工作。 自查整改工作启动时， 须报盟应急局和旗应急局备
案。 具备复产验收条件时，须经自治区应急厅同意方可组织验收。《自查整改方案》
如若有重大调整，须报盟应急局审查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

公司将督促银漫矿业严格根据上述整改通知认真落实整改工作， 争取早日复
工。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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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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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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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000万元–1,500万元 亏损：-237,82.53万元

注：本公告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预计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为加快应收账款回笼，公司将

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债权、 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内蒙古突泉县禧
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债权对外进行了转让， 前述债权转让预计增加公司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收益约 1.98 亿元（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但同时公司
管理层综合考虑其他各项资产的可变现和可回收情况，并结合公司 2019 年度主营

业务的经营状况， 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000 万元至
1,50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因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

司股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因净利润触及本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
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 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
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的规定，若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显示 2019 年的净利润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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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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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7800万元—10000万元
盈利：372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09.40%—168.4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50元 /股—0.192元 /股 盈利：0.072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形势良好，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

因是强化精细化管理，大力挖潜增效，积极把握市场机会，拓宽销售渠道，努力增创
效益；

2、本报告期新增股权转让收益 3207 万元，证券投资收益约为 1150 万元，两项
合计 4357 万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3268� 万元。 上
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172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9 年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9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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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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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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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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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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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0 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 118,784,1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02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18,782,9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02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2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调整募投项目内

部资金投入计划及适当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8,784,0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667%；反对 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333%；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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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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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
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
性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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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从业办法》的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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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对贵公司
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

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
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
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贵公司一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
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 授权委托书、 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
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
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合计 8 人， 代表股份 118,784,146 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9.0287%。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 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

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经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调整募投项目内部资金投入计划及适当延期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784,04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现场会

议表决票当场清点， 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
布。 其中， 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
果。

经查验，前述议案并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黄泽涛 李天奇

2020 年 1 月 20 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 [2020]A00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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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推动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房地产业务稳定可持续发

展， 有效盘活现有土地资源， 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 公司全资子公
司———湖南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广荣）拟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
县黄兴大道南段与机场高速交叉口东南角 23,753 平方米土地上投资开发“广荣福
第”房地产项目，投资金额为 24,825.22 万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度第 1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
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4.独立董事就《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发表的独立
意见刊载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的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二、投资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湖南广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胡召辉
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材、钢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县榔梨街道土岭社区凯旋帝景小区 5 栋 103、104 号
6.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7.经营期限：2019 年 3 月 7 日至 2069 年 3 月 6 日
8.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荣福第”
2.项目位置：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兴大道南段与机场高速交叉口东南角
3.项目规划：商品住宅房、酒店及办公、商铺等
4.项目占地：23,753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69,375.63 平方米
容积率：2.241

建筑面积表
序号 建筑形式 面积（㎡）

1 住宅 45,924.97

2 商铺 743.27

3 办公 3,759.02

4 酒店 2,444.00

5 地下室 16,149.37

6 物管用房 355.00

7 地埋式垃圾站 40.00

总建筑面积 69,375.63

5.施工周期：16 个月
6.投资总额：24,825.22 万元
开发成本估算如下：
(1)土建工程 17,145.91 万元，包括住宅、办公楼、酒店、物业用房土建（含基础）

工程费、安装工程费及附属工程费等费用。
(2)设备安装工程 2,949.67 万元，包括给排水、电气、通风空调、水消防、火灾自

动报警、弱电、电梯等费用。
(3)室外工程及其他 1175.11 万元，包括室外绿化、景观、道路工程等费用。
(4)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132.53 万元，包括规划、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水文、

地质勘察、测绘、通电、通水、通路、土地平整、基础配套及报建费等费用。
(5)财务费用 522 万元
(6)管理费用 500 万元
(7)销售费用 400 万元
注：上述数据均为预计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注

意投资风险。

7.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推动公司房地产业务稳定可持续发展，有效盘活现有土地资源，提高公
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

2.存在的风险：项目的开发风险主要来源于政策的变化性、市场需求的不确定

性。 在项目的实际建设运营过程中，须积极关注政策导向，适时调整经营决策，加强
项目管理，加强市场推广营销，保证项目的去化率。

3.影响：本次投资可盘活公司土地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增强公司可持续发
展动力； 本次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
影响。

五、其他
1.公司授权湖南广荣签署“广荣福第”房地产项目总投资预算额度内的相关合

同;
2.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广荣福第”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有关情况，并依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资料
1.《公司 2020 年度第 1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广荣福第项目经济分析》。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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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第 1 次董事会会议

（临时）通知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
数为 9 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林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此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0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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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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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4,400万元至 6,500万元 盈利：4,0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34%至 61.5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 /股至 0.13元 /股 盈利：0.08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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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 2019� 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同向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长沙市绕城高速西南段路面专项维修后路况良好， 同时加大了宣传引流

力度导致通行车辆增加， 本期通行费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984 万元 ,� 利润相
应增加。

四、风险提示
1. 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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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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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 3,500�万元 -5,200�万元 亏损：47,76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34元 /股 -0.051元 /股 亏损：0.469元 /股

二、业绩预告与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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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计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一是营业收入的增长带动利润

增长；二是公司实施轻资产战略，转让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
2、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30,50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20-00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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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关
于化肥分公司生产装置进行检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8）， 内容为：“根据化
工企业生产工艺特点，结合各生产装置运行周期情况，为确保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
行，拟于近期对公司下辖的化肥分公司的生产装置进行分装置轮流停车检修，实施
优化消缺，检修及开停车时间预计两个月左右”。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化肥分公司装置已完成检修并恢复正常生产，本次检修比
计划提前 10 天完成，现装置已进入稳定运行状态。 停车检修期间公司对两套合成
氨和尿素装置进行了例行的催化剂更换和设备维护保养， 以确保装置的安全平稳
长周期运行。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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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化肥分公司生产装置检修完成开车运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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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 1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