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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9 证券简称：明阳电路 公告编号：2020-101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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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0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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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9:25，9:30-11:0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 10月 28日上午 9∶15至 2020年 10月 2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星第二工业区南环路 32号 F栋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佩珂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02,676,8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79,312,900股的 72.56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人，所

持股份 202,676,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2.562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0人，所持股份 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共 3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比例为 0.0004%。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202,676,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202,676,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郭耀森律师、邓舒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207 证券简称：欣旺达 公告编号：＜欣＞2020-160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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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欣旺达”）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0 年 10 月 27 日，欣旺达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832 证券简称：新产业 公告编号：2020-079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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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符合条件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810 证券简称：中科海讯 公告编号：2020-055

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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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海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222 证券简称：科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0-072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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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807 证券简称：天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84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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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
务状况等，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20-079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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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0 年 10 月 28 日，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796 证券简称：贝斯美 公告编号：2020-056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股票代码：300237 股票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2020-119
证券代码：112558 证券简称：17 美晨 01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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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92 证券简称: 壹网壹创 公告编号：2020-106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91 证券简称：仙乐健康公告编码：2020-065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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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779 证券简称：惠城环保 公告编号：2020-090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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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状况，《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423 证券简称： 昇辉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6

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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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2020-084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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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等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438 证券简称：鹏辉能源 公告编号：2020-082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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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
告》 全文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213 证券简称： 佳讯飞鸿 公告编号：2020-058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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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290 证券简称： 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0-114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予以披露，提示投资者注意查阅。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此公告。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20-031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周三）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号码：300245 证券简称：天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2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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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264 证券简称：佳创视讯 公告编号：2020-067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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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180 证券简称：华峰超纤 公告编号：2020-064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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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信息，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

报告》 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889 证券简称：爱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9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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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883 证券简称：龙利得 公告编号：2020-012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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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863 证券简称：卡倍亿 公告编号：2020-016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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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861 证券简称：美畅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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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843 证券简称：胜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0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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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69 证券简称：德方纳米 公告编号：2020-096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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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768 证券简称：迪普科技公告编号：2020-055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59 证券简称：康龙化成 公告编号：2020-088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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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
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76 证券简称：帝尔激光 公告编号：2020-051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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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0-102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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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西菱动力”）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0〕672 号）。 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
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获得中国证监
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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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300707 证券简称：威唐工业 公告编号:2020-093

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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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694 证券简称：蠡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2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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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20-081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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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538 证券简称：同益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4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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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
况，《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535 证券简称：达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3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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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8 日，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0-089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肇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德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德富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072,253,334.82 6,536,209,706.95 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84,235,496.81 3,775,399,713.17 -2.4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71,890,045.47 20.04% 2,954,109,520.59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60,346.83 -33.68% -61,509,798.26 -39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95,759.45 -53.16% -76,038,568.01 -53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177,661.70 -7.25% -473,656,352.40 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7 -33.82% -0.0513 -394.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7 -33.82% -0.0513 -39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0.24% -1.65% -2.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7,344.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939,160.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33,422.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06,468.42
合计 14,528,769.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1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5% 315,831,160 0

JEFFREY
ZHAOHUAI LIU 境外自然人 16.64% 199,488,172 149,616,129 质押 24,520,000

JHL INFINITE LLC 境外法人 16.39% 196,453,123 质押 85,000,000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67% 31,964,200

新余普睿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24,120,900 质押 24,000,000

刘肇胤 境内自然人 1.67% 20,077,200
刘恺祥 境内自然人 0.96% 11,494,799 质押 10,500,000
莫燕玲 境内自然人 0.44% 5,216,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25% 3,005,014

荣光 境内自然人 0.23% 2,731,41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15,831,160 人民币普通股 315,831,160
JHL INFINITE LLC 196,453,123 人民币普通股 196,453,123
JEFFREY ZHAOHUAI LIU 49,872,043 人民币普通股 49,872,04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 31,9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64,200

新余普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12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20,900
刘肇胤 20,0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77,200
刘恺祥 11,494,799 人民币普通股 11,494,799
莫燕玲 5,2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6,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05,014 人民币普通股 3,005,014
荣光 2,731,415 人民币普通股 2,731,4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JHL INFINITE LLC 为 JEFFREY ZHAOHUAI LIU（中文姓名：刘肇怀）控股的企业。 刘肇怀、
JHL、英飞拓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刘肇胤为一致行动人。 刘肇怀和刘恺祥是叔侄关系（关联关系，非一致行
动人关系）。 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说明
应收票据 26,443,068.38 40,178,446.58 -34.19% 主要系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554,847.00 3,921,363.30 41.66%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16,563,245.13 166,710,746.93 89.89%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53,336,893.50 177,997,330.94 42.33%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2,254,848.18 47,092,655.76 74.67%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9,067,772.53 24,266,494.73 60.99% 主要系工程项目投入归集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1,636,583.95 9,331,458.00 239.03%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0.00 196,355,494.53 -100.00% 主要系按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列报项目所致
合同负债 244,970,448.46 0.00 0.00% 主要系按新收入准则重分类列报项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9,169,969.00 101,419,889.06 -41.66% 主要受期初计提年终奖本期发放影响
应交税费 40,192,686.41 23,194,411.48 73.29%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611,552.60 3,242,280.71 -81.14% 主要系偿还借款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4,205,091.22 39,135,247.16 140.72% 主要系一年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4,121,526.49 14,595,996.49 202.29% 主要系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500,400,000.00 203,400,000.00 146.02% 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2,608,809.64 41,324,971.41 -93.69%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所
致

未分配利润 38,289,752.73 99,799,550.99 -61.63% 主要系本报告期亏损所致
（二）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 说明

财务费用 28,314,915.45 17,811,370.74 58.97% 主要系本期利息费用增加和澳币对美金汇率
波动引起的汇兑净损失所致

利息费用 49,999,294.33 36,926,063.02 35.40% 主要系本期借款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28,118,956.68 5,355,438.97 425.05% 主要系本期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1,111,875.22 6,395,608.24 73.74% 本期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2,279,470.48 18,014,697.44 -87.35% 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21,425,462.17 -536,344.77 -3894.72% 主要系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
款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3,495,566.36 1,459,810.11 -339.45% 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资产处置收益 -86.60 -15,857.22 99.45%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400,593.63 1,964,252.02 429.49% 本期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所得税费用 -911,904.61 2,031,443.10 -144.89% 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7,691,477.58 4,062,076.97 89.35% 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同比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9,575,349.32 3,724,356,898.28 -98.13% 本期主要受购买结构性存款同比减少影响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256,287.97 18,212,797.44 -87.61% 本期收到的结构性存款收益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050.00 29,496.39 -55.7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500,000.00 3,586,845,099.31 -98.59% 主要受购买结构性存款和股权投资同比减少
影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0.00 17,267,280.85 -100.00% 去年同期收购英飞拓仁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79,886.12 94,264,853.61 -113.66% 主要受购买结构性存款和股权投资同比减少
影响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88,194,590.67 814,536,175.35 45.87% 本期取得长期借款同比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42,742,894.90 473,881,522.20 77.84% 本期偿还到期借款同比增加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47,025,443.76 34,249,251.01 37.30% 本期支付的借款利息同比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22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2,743,628 股新

股。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 110,914,45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51,999,998.12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
费和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18,915,978.5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33,084,019.60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合计使用 752,096,419.18 元。 其中：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5,820,557.10 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39,467,547.61元；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356,808,314.47 元。 募集资金账户产生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产生净收入的金额为 339,550.68元，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金额
为 84,228,457.04元。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募集资金剩余金额为 65,555,608.14元。

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肇怀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