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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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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累计涉案的金额：17,524,994.13 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

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上述诉讼计

坏账准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工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接到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收到法院文书的
通知【案号：（2019）粤 06 执 2189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
定，公司对公司和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和已披露累计
涉及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进行统计，诉讼（仲裁）涉及金额合计约 17,524,994.13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9.45％。 各案件基本情况及进展如下：

一、诉讼总体情况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临沂旺力工程机械
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4,008,108.32 一审判决

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出票人，宝塔石化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及前手方
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杰力博机械设备等各
相关方

票据追索权纠
纷 600,000.00 撤诉

3 厦门厦工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武夷山陆地港进口木
材贸易有限公司、福建武
夷山港务有限公司、魏承
府、蔡丽清

买卖合同纠纷 5,404,144.69 一审审理
中

4 厦门厦工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瓯市源达竹木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013,151.13 一审审理

中

5 厦门厦工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天润（厦门）建筑装饰
股有限公司、李金木

进出口代理合
同纠纷 552,910.66 强制执行

受理

6 厦门厦工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刘涛、刘伦美、李师茂 保证合同纠纷 3,119,111.73 执行裁定

7 上海磊友成套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724,352.60 二审裁定

8 上海磊友成套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纷 103,215.00 二审裁定

1、临沂旺力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旺力”）为厦工股份的
机械设备临沂代理商，代理过程中因多方原因造成无法催讨机械购买方款项，故临
沂旺力向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陈会文和厦工股份。 近期，公司收到临沂市河
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 1312 民初 34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临沂旺力与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 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继续履行《协议
书》； 经法院判决认定的在执行程序中的 2,098,108.32 元债权、 购买人郭永梅及王
彦全提起产品质量责任纠纷诉讼涉及的债权 1,910,000 元，共计 4,008,108.32 元，自
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转让给被告厦工股份享有， 原告临沂旺力负责协
助清偿；陈会文对上述二、三项判决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2、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开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经宝塔石化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承兑，案涉票据开出后经其他被告连续背书后陆续流转至公司，因出
票人与承兑人拒绝对案涉票据履行付款义务，故公司向法院提请诉讼，相关内容公
司已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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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9-039）。 因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已陆续清偿部分涉案票据款项， 故公司对其中两张票据金额分别为
100,000 元和 500,000 元的案件撤回起诉， 法院分别于 2019 年 8 月和 10 月裁定撤
诉。

3、福建武夷山陆地港进口木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山陆地港”）与厦
工国贸签订了若干《购销合同》均已完成交货，后因武夷山陆地港未能按相关合同

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货款， 经厦工国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 2019 年 12
月 15 日，厦工国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武夷山陆地港立
即支付货款 5,404,144.69 元及资金占用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并请求判
令福建武夷山港务有限公司、魏承府、蔡丽清对武夷山陆地港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等。 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受理该案件【（2020）闽 0203 民
初 1728 号】，目前该案一审审理中。

4、福建省建瓯市源达竹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达公司”）是厦工国贸闽北项
目客户。

（1）2016 年 6 月 25 日，厦工国贸公司与源达公司签订了《代理采购年度框架协
议》，厦工国贸公司接受源达公司委托，为其采购本地杉木、各类板材等货物，后厦
工国贸与源达公司签订了若干《购销合同》均已完成交货，源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尚欠厦工国贸公司货款 1,128,654.47 元，经多次催讨后无果，根
据合同约定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厦工国贸公司向仲裁委申请发起仲裁， 仲裁委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正式立案。

（2）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 厦工国贸公司与建瓯垚森鑫贸易有限公
司（下称“垚森鑫公司”）五份《购销合同》，约定厦工国贸公司为其采购各类板材等
货物，五份《购销合同》合计合同金额为 2,182,806.52 元，上述货物采购完成后，厦
工国贸公司仅收到货款 298,309.86 元。 尚欠货款 1,884,496.66 元，2018 年 6 月 21
日，厦工国贸公司与源达公司、垚森鑫公司签订一份《三方协议》，该协议确定垚森
鑫公司因上述五起采购合同欠付厦工国贸公司的 1,884,496.66 元该笔款项由源达
公司直接对厦工国贸公司结算，源达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因源达公司未应按约定还
款，厦工国贸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向厦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委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正式立案。

目前上述案件正在仲裁受理中，案号分别为（厦仲文字 20191320-1 号）和（厦仲
文字 20191319-1 号）。

5、厦工国贸为东方天润（厦门）建筑装饰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天润”）代
理采购石材原材料等事宜，但因东方天润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厦工国贸产生额
外产货物损失费用，厦工国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东方天润立
即支付货款。 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受理该案件【（2019）闽 0203 民
初 2799 号】，相关内容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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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9-074）。 厦门
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决厦工国贸胜诉，判决书号为（2019）闽 0203 民初 2799 号；但
因东方天润无正当理由， 拒不履行已生效的判决， 厦工国贸于 2020 年 1 月向厦门
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厦工国贸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接到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的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2020）闽 0203 执 2504 号】。

6、厦工国贸为佛山市鑫众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鑫众”）提供板材；货
物交付后因佛山鑫众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由刘涛、刘伦美、李师茂与公
司、 佛山鑫众签署保证合同。 截止目前佛山鑫众尚欠厦工国贸货款本金
3,119,111.73 元， 厦工国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相
关内容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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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9-074）。厦门仲裁委员会裁定
公司胜诉，但因被告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已生效判决书，厦工国贸向广东省佛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并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
【（2019）粤 06 执 2189 号】，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刘涛、李师茂、刘伦美银行存
款人民币 4,788,734.69 元，或冻结、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本裁定书送达后
立即生效。

7、上海磊友成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磊友”）委托厦工国贸为其
代理出口矿山机械、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业务，约定货物发送后 365 天内支付货物
尾款。 其中，厦工国贸代理出口一批机械设备给坦桑尼亚客户的货款至今未收回，
已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起索赔，并获赔部分货款但尚有剩余敞口。 上海磊友
以厦工国贸未按约定支付货物尾款为由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付剩余货款 724,352.60 元，相关内容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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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9-074）。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驳回上海磊友的起诉，同
时公司也提起上诉。 近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民初 2168 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

8、厦工国贸仍为上海磊友代理矿山机械、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业务，另有一批
机械设备仍是出口给坦桑尼亚客户，至今货款未收回。 厦工国贸已向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提起索赔，并获赔部分货款但尚有剩余敞口。 上海磊友以厦工国贸未按约
定支付货物尾款为由， 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支付剩余货款 103,215.00 元，相关内容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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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临 2019-074）。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驳回上海磊友的起诉，同时公司也提起上诉。
近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 0203
民初 3419 号之一民事裁定，指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

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共提坏账准备 666.13 万元。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
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
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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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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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3 月 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静安国际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08,097,68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82,209,79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25,887,88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6.56512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3283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2367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

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闫峻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 人，宋炳方、殷连臣、陈明坚、薛克庆、孟祥凯、徐

经长、熊焰、李哲平、区胜勤、王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8 人，出席 2 人，张敬才、汪红阳、朱武祥、孙文秋、王文艺、黄

琴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朱勤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秋明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1,772,559 99.979964 437,238 0.020036 0 0.000000

H股 425,254,283 99.851228 633,600 0.148772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07,026,842 99.958942 1,070,838 0.041058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刘秋明
先生为公司执行
董事的议案

40,066,376 98.920496 437,238 1.079504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朱意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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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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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票自上市以来，股票价格波动较大，自 2020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3 日，期
间 17 个交易日（首日除外）内连续涨停，累计涨幅达到 405.81%。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公司特
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1、公司市盈率水平较高的风险
根据 Wind 资讯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 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153.63，

公司所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行业滚动市盈率 89.43，公司滚
动市盈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值；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151.28，公司所属的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行业静态市盈率为 83.27，公司静态市盈率明显高于行
业平均值。 请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

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选取同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做市盈率比较，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静态市盈率 滚动市盈率

1 300327.SZ 中颖电子 51.63 45.90

2 300458.SZ 全志科技 97.84 86.58

3 300671.SZ 富满电子 85.29 120.78

4 688099.SH 晶晨股份 98.85 170.28

5 603068.SH 博通集成 119.39 68.99

6 300474.SZ 景嘉微 139.20 113.80

7 300373.SZ 扬杰科技 71.81 59.76

8 002049.SZ 紫光国微 104.34 89.72

平均值 96.04 94.48

公司 151.28 153.63

注：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公司的滚动市盈率、静态市盈率已经明显高于上述上市

公司平均值。 请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

2、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小幅下滑
2019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93,956.01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2.80%；公

司净利润为 12,686.60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2.27%，存在业绩小幅度下滑情况，
公司未来可能存在业绩波动的风险。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我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发展迅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越来越多。 国内竞争对手

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亦可能开发出与本公司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未来公司可
能会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4、人工成本上升风险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劳动成本还将持续上涨，特别是知

识技术型人才。 公司未来存在人工成本上升的风险。
5、汇率波动风险
汇率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变动方向和波动程度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未来存在因汇率波动导致的汇兑损益风险。
6、经营模式风险
公司采用 Fabless 经营模式， 专注于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环节， 在该经营模式

下，晶圆及封装、测试厂商的工艺水平、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都将对公
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经营模式存在一定风险。

7、客户较为集中的风险
2016 年 -2019 年 6 月，公司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向前五大

客 户 销 售 的 金 额 分 别 为 122,229.81 万 元 、95,089.21 万 元 、92,789.40 万 元 和
44,928.2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4.16%、76.03%、73.01%和 78.25%，客户
集中度较高。 公司存在因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发生变化而影响公司经营
的风险。

8、供应商较为集中的风险
2016 年 -2019 年 6 月， 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分别为 82,258.33 万

元、72,479.58 万元、67,328.54 万元和 16,949.78 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1.77%、92.69%、96.65%和 91.00%，采购集中度较高。 若未来晶圆市场价格、外协加
工费价格大幅上涨，或是因晶圆供货短缺、外协厂商产能不足、生产管理水平欠佳
等原因影响芯片生产，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0-008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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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将对 2 名已
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 17,67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单位：股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7,673 17,673 2020年 3月 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19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
对象张林慧女士离职， 公司拟对其已获授未解锁的 13,673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 详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1）。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该等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详见公
司 2019 年 9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2）。 截至目前，公示期已满 45 日，公司未接到任何债权人提出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
对象郭雨龙先生离职，公司拟对其已获授未解锁的 4,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9）。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该等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详见公
司 2019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0）。 截至目前，公示期已满 45 日，公司未接到任何债权人提出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张林慧女士、郭雨龙先生因离职原因，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其持有的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张林慧女士、郭雨龙先生 2 人，合计回购注销已

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17,673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张林慧女士、郭雨龙先生
剩余已授予未解锁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0 股。 其他激励对象剩余已授予未解锁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224,301 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上述 17,673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将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完成。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1,974 -17,673 224,30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1,640,251 0 71,640,251

股份合计 71,882,225 -17,673 71,864,552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
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
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
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公司尚需依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和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登记等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回购注

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七、报备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实施申请书》；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相关事项的说明及承诺》；
（三）《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四）《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股票代码：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20 临-039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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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持有湘潭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317,203,12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54%，本次
解除质押后，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278,390,859 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87.76%，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3%；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披露了《湘潭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8），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格式指引要求，现将补充公告如下：

一、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35,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0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

解质时间 2020年 2月 25日

持股数量 317,203,123

持股比例 33.5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78,390,8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7.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43%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317,203,12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3.5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278,390,859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的 87.76%，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3%。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量比例已超过

80%。 目前，尚不存在出现被冻结、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等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603290 证券简称：斯达半导 公告编号：2020-0014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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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上市以来，股票价格
波动较大，自 2020 年 2 月 4 日开市起至今累计涨幅达到 869.54%，期间 20 个交易
日（首日除外）内连续涨停。 公司股票自上市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特别提醒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1、公司市盈率水平较高的风险
根据万德资讯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3 月 3 日， 本公司动态市盈率为 172.50

倍， 公司所属的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行业动态市盈率为 89.43
倍，本公司动态市盈率已大幅高于行业平均值；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204.29 倍，公
司所属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行业静态市盈率为 83.27 倍，本公
司静态市盈率已大幅高于行业平均值。

2、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IGBT 模块， 在报告期内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的 95%以上，

公司存在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 如果在短期内出现各应用领域需求下降、市场拓展
减缓等情况，将会对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3、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 IGBT 模块，其原材料主要包括 IGBT 芯片、快恢复二极

管、DBC 板、散热基板等，占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较大。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 公司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84.10%、
87.29%、88.67%和 87.21%。 因此，原材料价格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4、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 IGBT 模块的广泛应用， 目前众多国内企业开始介入 IGBT 领域。 部分国
内竞争对手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亦可能开发出与本公司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
同时，国外大型 IGBT 生产厂商借助自身的底蕴积累，通过产业内部整合，不断扩大
自身影响力，进一步蚕食市场资源。 因此，综合国内外市场情况，未来公司可能会面
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5、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及电源、新能源、变频白色家电等行业，如果宏

观经济波动较大或长期处于低谷， 上述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半导体行业也将随之受到影响，从而对公司的销售和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6、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在海外的采购与销售业务，通常以欧元、瑞士法郎、美元等外币定价并结

算，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公司所持货币资金的价值，从而影响公司的资产价
值。 如果未来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或者我国汇率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有可能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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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步披露控股子公司格拉默公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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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上市公
司”）控股子公司 Grammer� Aktiengesellschaft(以下简称“Grammer”或“格拉默”)� 今天
披露预测性公告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及行业需求的影响，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营
业收入和利润将出现显著下降，预计 2020 年全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将下降。 本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利润和全年业绩也将因受到 Grammer 业绩波动的影响，
预计将产生一定程度的下降。

关于上述 2020 年第一季度及全年业绩的信息， 仅对外部行业环境变化作出的
预测，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了使效率提升计划能有更大的财务灵活性，Grammer� 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
提议股东大会 2019 年度按每股 0.11 欧元分配股息。

Grammer 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的公告，本公司将 Grammer� 公告内容披露
如下：

一、格拉默预计 2020 第一季度业绩显著下降
2020 年初， 汽车行业需求下降以及商用车行业持续艰难的经济环境正在对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 Grammer� 产生显著的影响。 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中国汽车生产
商从 1 月末起出现了停产的现象， 但目前也已陆续复产。 由于这些因素，Grammer�
目前预测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2019 年第一季度：5.34 亿欧元）相比会
有显著下降。 基于 2020 年 1 月份和 2 月份的初步月度数据，Grammer� 推测第一季
度息税前利润（上一年：2400 万欧元）和息税前经营利润（上一年：2300 万欧元）将

显著低于上一年的同期数据。
从目前来看，Grammer� 难以完全预测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的负面影响以

及汽车和商用车需求是否会在今年下半年企稳。因此，Grammer� 预计全年营业收入
和利润也将下降。

Grammer� 于去年年末启动了效率提升计划， 为了使效率提升计划能有更大的
财务灵活性，Grammer� 执行委员会于昨日作出决议，向年度股东大会提议，就 2019
年会计年度按每股 0.11 欧元分配股息。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从 2018 年财务数据来看，Grammer� 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集团收入的 80%以上，

Grammer� 2020 年第一季度及全年的经营情况，将对于上市公司第一季度和 2020 年
全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Grammer� 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利润将出现
显著下滑，预计 2020 年全年将下降，上市公司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利润和全年业绩
也将因受到格拉默业绩波动的影响，预计产生一定程度的下降。

三、风险提示
Grammer�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行业需求的影响，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和利润将出现显著下降，预计 2020 年全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将下降。 本公司 2020 年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利润和全年业绩也将因受到 Grammer� 业绩波动的影响，预计
产生一定程度的下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