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22552020 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一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徐先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徐先明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徐先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34,997,0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38%，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2020 年 2 月 14 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5%以

上股东徐先明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徐先明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期间，因质押融资违约，质押给质权人的部分股票遭遇强制
平仓或强制执行， 导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持有的公
司股份累计 164,430,349 股，占截止 2020 年 2 月 13 日公司总股本的 2.45%。 此次权
益变动后，徐先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34,997,0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38%，不
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徐先明
2、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 （公司可转债转股前）， 徐先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99,427,4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8%。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 2020 年 2 月 13 日）， 徐先明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34,997,0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9938%。
二、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股）
占公司 2020年 2月
13日总股本的比例

（%）

徐先明
集中竞价 2019-12-18至

2020-2-13 88,179,349 1.32%

大宗交易 2019-12-18至
2020-2-13 76,251,000 1.14%

合 计 164,430,349 2.45%

另外，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被动稀释，徐先明先生的持股比例下降。 可转债
转股后（按截止 2020 年 2 月 13 日公司总股本）， 徐先明先生持有利欧股份股票
499,427,4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5%。

2、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对比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徐先明 499,427,423 8.98490 334,997,074 4.9993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徐先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权益变动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1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17 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8
债券代码：128038 债券简称：利欧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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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疫情号召，自 1 月 21 日
成立攻关小组以来，全力推进涵盖预防及治疗作用的 1 个创新多肽药物和 3 个仿制
药物的研究，现将 4 个药物的研制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研制概况及进展：
（一）预防用抗新型冠状病毒创新多肽及吸入制剂
1．研制背景：在已获知新型冠状病毒序列的基础上，设计特异性针对病毒 S 蛋

白和宿主细胞表面受体 ACE2 的新型多肽，阻断病毒与细胞的吸附和融合，达到预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目的。

2．研制进展：公司利用已拥有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多肽药物研究能力和吸入制
剂研发平台已完成 20 条多肽的设计与合成； 通过体外活性筛选与灵长类动物安全

性评价，已获得 4 条具有良好生物学活性和安全性的多肽候选分子；其中 1 条多肽
已完成放大生产，并获得放大制剂样品；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包括人体安全性试验在
内的后续研究，以期尽快为一线医护人员、政府防疫机构、基层高危工作人员等提
供有效的预防用药。

（二）抗新型冠状病毒仿制药
1．瑞德西韦
注射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冻干剂）是 Gilead 研发的广谱抗病毒药物，最初拟

开发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目前尚未在任何国家获批上市。 Gilead 公司拥有瑞
德西韦的化合物专利权。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Gilead 快速在中国启动瑞
德西韦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Ⅲ期临床试验。

公司利用在复杂原料药和注射剂开发领域的技术优势，已成功仿制开发了瑞德
西韦原料药，制剂研究已确定处方工艺；预计 3 月中旬可实现注射用瑞德西韦仿制
药物的批量生产能力；可在需要时，快速捐赠疫区。

2．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片
在卫健委制定的第一版到第五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洛匹

那韦 / 利托那韦片被推荐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
公司利用在热熔挤出平台领域的技术优势，现已完成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片的

制剂处方工艺开发研究，进入到生产线规模化试制阶段，预计 3 月初可实现本品批
量生产；可在需要时，快速捐赠疫区。

3．奥司他韦胶囊
奥司他韦是卫健委建议治疗流行性感冒的一线治疗方案，且目前已有个别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临床病例联合使用奥司他韦与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后证实有效。 目
前，公司已通过人体生物等效研究并有多批次批量生产样品，可在需要时，快速捐
赠疫区。

二、风险提示
1.抗新型冠状病毒多肽吸入剂是创新药，存在不确定性；由于目前疫情紧迫，该

药物尚未开展和平时期全套符合创新药物研究规范的研究， 主要对候选分子的关
键有效和安全属性进行了测试， 后续需要在人体试验中进一步确定安全性和有效
性。

2.瑞德西韦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III 期临床试验尚未结束，有效性待证实。
如果临床试验有效，我司仿制的瑞德西韦则仍需经过获得专利人授权、药物临床、
药品审批等多个环节，这一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3. 公司对新型冠状病毒的 3 个仿制药和 1 个创新药的研发视为企业的社会责
任，若产品能够获批使用，疫情期间主要通过捐赠等方式供应给相关人员。 预计上
述产品不会对公司 2020�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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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防及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4 个药物研发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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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达孜映邦”）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达孜映
邦 是 6,000,00

0 0.65% 0.28%
是，首发
后限售
股

是
2020年
2月 13
日

2020年
10月
16日

长江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补充
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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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达孜映
邦

921,144,23
6 42.75% 856,986,72

8 93.03% 39.77% 856,986,72
8 100% 60,965,585 95.02%

深圳光
启空间
技术有
限公司

71,528,751 3.32% 71,528,751 100% 3.32% 71,528,751 100% 0 0%

合计 992,672,98
7 46.07% 928,515,47

9 93.54% 43.09% 928,515,47
9 100% 60,965,585 95.02%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为补充质押，不涉及到质押融资，且不涉及公司生产经营相关
需求；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9,706.2751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50%，对应融
资余额 38,171.79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14,085.38 万股（包括
此次补充质押的 600 万股）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4.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的 6.54%，对应融资余额 55,011.79 万元。 在质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质押、 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
质押借款，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变更。

5、 高比例质押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自身资金需求。 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后
续如出现平仓风险， 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

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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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又一期不涉及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
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间技术”），在最近一年又一期不涉及
与上市公司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担保等情况。 空间技术与上市公司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均为满足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均按相关法规规定履行
了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2019-26 号、2019-64 号）。

四、备查文件
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0-017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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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益信和”）持有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
司”）股份 13,241,795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64%；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5,609,2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26%；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正润”）持
有公司股份 66,458,3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35%；金益信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335,309,4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2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金益信和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通证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根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
通知书（（2019）沪 0101 执 7034 号）以及海通证券的违约处置报告，海通证券将协助
黄浦区人民法院通过二级市场按照市价卖出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票 3,262,2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164%。 2020 年 2 月 11 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份 2,328,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117%。 根据上述司法裁定，金益信和将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继续减持剩余的 933,700 股，减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47%，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2020 年 2 月 15 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
司”）收到股东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因金益
信和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 根据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19）沪 0101 执 7034 号）以及海通证券的违约处置
报告， 海通证券将协助黄浦区人民法院通过二级市场按照市价卖出质押在海通证
券的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票 3,262,2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164%。 2020 年 2 月 11
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金益信和所
持公司股份 2,32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17%。 截至本公告日，金益信和持有公司
股份 13,241,79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664%。 现将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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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3,241,795 0.66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

13,241,795股

注：2016 年 2 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金益信发行 6,671,485 股股份
购买相关资产，其中 2,668,594 股股份已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上市流通。

2017 年 7 月，公司实施 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方案，以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11,739,17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1.8 股， 金益信和所持有股份数量变更为
18,680,158 股。

2017 年 9 月 1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4 日， 金益信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1,25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3%；期间因误操作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 12,700 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金
益信和持有公司 17,442,3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75%。

2018 年 11 月 8 日， 金益信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72,063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4%。 本次减持后，金益信和持有公
司 15,570,2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1%。

2020 年 2 月 11 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
式减持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份 2,32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17%，减持均价 1.819
元。 本次减持后，金益信和持有公司股份 13,241,7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4%。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一体集团 255,609,279 12.826%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丹宁女士

一体正润 66,458,359 3.335%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丹宁女士

合计 322,067,638 16.161%

金益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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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金益信和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2,328,500 0.117% 2020/2/11～

2020/2/11 1.819-1.819 2020年 2月 17日

一体集团、一体正润过去 12 个月内未发生减持。
二、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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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
合理
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
原因

西藏金益
信和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不超过：933,700
股

不超
过：

0.04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933,700

股

2020/3/9～
2020/9/5

按市
场价
格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

根据法
院裁定
执行

根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19）沪 0101 执 7034 号），金
益信和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减持的股份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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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报告书》，一体集团、一体正润和金益信和承

诺： 其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中珠医疗股份，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
何形式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40%；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60%；剩余股份将可
以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第 36 个月之后进行转让。

2、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披露《中珠医疗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送转预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 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6 号），一体集团、一体正润承诺：在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金益
信和承诺：在未来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并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不超过
1,667,871 股公司股份； 一体集团、 一体正润和金益信和在未来六个月内无增持计
划。

3、2017 年 12 月 7 日， 金益信和工作人员因误操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买入 12,700 股，根据《证券法》第 47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金益信和本次误操作行为构成短线交易，事后金益信和承诺：将自觉遵
守《证券法》第 47 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在上述短线交易行为发生之日起 6

个月内，金益信和不再买卖中珠医疗股票。
4、2015 年 9 月 21 日，公司与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签订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和 2016 年 1 月 18 日签订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统称“利润补偿协议”），对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一体医疗”）2015 年、2016 年、2017 年预测净利润作出承诺，并约定如果
一体医疗在承诺年度实现的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
利润， 一体集团等应就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
的部分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拟减持计划系因司法诉讼而导致的执行，在减持期间内，海通证券将

根据司法部门的要求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
等不确定性。

根据公司与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鉴于一体医疗
2017 年度未完成承诺业绩，补偿方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应补偿公司股份
数为 17,423,025 股，需返还给公司的分红收益合计为 435,575.63 元。截至目前，一体
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一直未能配合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并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粤 03 民初 722 号）。 本次因法院裁定导致金益信和
减持， 可能会对上述业绩承诺的执行带来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主要投资风
险。

(二)本次股东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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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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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督促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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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中珠医疗 公告编号：2020-016 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控股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
天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天际”）计划减持不超过 16,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3.98%。 2020 年 1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
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汕头天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900,000 股，减
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

近日，公司收到汕头天际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汕头天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其减持
股份数量已达到减持计划半数。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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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
股本比例

汕头市天际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2020.2.14 7.40 2,100,000 0.52%

合计 -- 2,100,000 0.52%

2、股东本次减持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数量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汕头市天际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18,898,142 29.57% 116,798,142 29.0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汕头天际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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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汕头天际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根据《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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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
股份。

4、公司将继续关注汕头天际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汕头天际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8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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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69,705.01 1,286,776.81 6.44
营业利润 136,715.00 48,461.94 182.11
利润总额 127,201.94 47,947.58 16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530.56 44,538.48 15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69 0.0984 12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6% 5.25% 5.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94,827.80 1,866,645.07 1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77,774.89 871,781.78 12.16
股本 452,694.06 452,694.0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2.16 1.93 11.92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9,705.01 万元，同比增长 6.44%，实现营业利

润 136,715.00 万元， 同比增长 182.11%， 实现利润总额 127,201.94 万元， 同比增长

165.29%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4,530.56 万元 ， 同比增长
157.15%，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16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43%。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在家庭娱乐生态、智慧家庭组网和 LED 全产业链三大业务

板块不断深度布局和耕耘，稳步推动产业的深化和协同发展，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不
断增强，公司长期产业布局形成的综合实力在 2019 年得到集中的体现；（2）公司长
期坚持自主研发，注重研发体系的建立，在多媒体视听终端、通信产品、LED 产品等
制造领域，掌握并储备了多项核心技术，加之先进的产品设计理念和强大的产品整
合能力，公司设计出的高利润的差异化产品，能够在价格、功能、外观等各方面满足
客户的个性化需求；（3）得益于长期的技术和产品的积累，公司获得众多国际国内
知名品牌客户的青睐，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持续升级；（4）公司坚持推动自动化和
信息化，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成立了集采中心，通过招标、竞价和集团综合管
理，整体的采购成本得到了持续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披露的《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中预计：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97,984.65 万
元至 124,707.74 万元，与 2018 年度相比增长幅度为 120%-18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9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因被动减持及公司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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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本公司合同统计系统和财务快报数据显示，本公司 1 月份当月新签合同额 268.94 亿元，其中国内合同额 187.41 亿元，境外合同额 81.5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53.52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 月，公司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同签订单位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五环公司 印度塔奇尔化肥项目煤气化净化装置工程总承包合同 约 54.95
（折合人民币）

2 华陆公司 中蒙口岸国际贸易现代化运输通道物流园项目（二连浩特物流园）总承包合同 34.56
3 赛鼎公司 内蒙阿拉善盟沪蒙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300万吨 /年焦化项目总承包合同 23

4 十三化建 科特迪瓦 TRESOR住宅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18.5
（折合人民币）

5 赛鼎公司 内蒙阿拉善盟东海新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40万吨 /年甲醇、10万吨 /年合成氨项目总承包合同 12
6 十一化建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二期）化工 2标段建安工程 11
7 岩土公司 福建永荣新材料有限公司软地基处理工程 A标段、C标段施工总承包合同 约 9.79

8 六化建 印尼华越镍钴项目 3*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工程总承包合同 7.75
（折合人民币）

9 二化建 潍坊弘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中间体原料加工配套项目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 6
10 成达公司 广西川化天禾 48万吨 /年优质钾肥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5.96
11 六化建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万吨 /年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二期）煤焦制气建安工程 5.8
12 赛鼎公司 内蒙古瑞志电炉尾气制甲醇综合利用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5.5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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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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陈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80,750 股，占总公司总股本的 0.178%。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6 日收到陈颖女士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

半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陈颖女士披露的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期间，减持股
份为 0 股，目前其持有公司股份为 180,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8%。 本次减持
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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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颖 其他股东：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180,750 0.178% IPO前取得：180,7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陈颖女士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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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颖 0 0% 2019/11/18�～
2020/2/16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180,750 0.17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陈颖女士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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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

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

据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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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减持期间内，陈颖女士会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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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陈颖女士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

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及陈颖女士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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