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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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吕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计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施周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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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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7,829,363.06 8,795,722,620.57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674,660,157.53 6,949,954,083.77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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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82,398.89 -22.74% 2,187,534,314.68 -1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2,987,005.23 -18.96% 330,813,238.83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0,995,339.95 -18.07% 233,855,027.33 3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64,842.90 108.29% 430,049,687.87 7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0% 0.50 -12.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0% 0.50 -12.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0.79% 4.45% -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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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63.09 处置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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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2,073.35 

其他收益及营业外收入中的政

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1,141,469.73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远期结

售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衍

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312,341.4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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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0,378.57 营业外收支净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9,393,909.07 业绩补偿公允价值变动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37,497.57  

合计 96,958,21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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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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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莉 境内自然人 29.61% 204,050,714 153,038,035   

王春生 境内自然人 21.31% 146,900,000 110,175,000   

吴桂冠 境内自然人 2.68% 18,451,810 18,451,810 质押 6,809,997 

吴镇波 境内自然人 2.50% 17,228,216 17,228,216 质押 8,320,000 

柯杏茶 境内自然人 1.59% 10,963,411 10,963,411   

练厚桂 境内自然人 1.05% 7,268,154 7,268,154   

黄庆生 境内自然人 1.05% 7,268,154 7,268,154 质押 7,235,897 

中车金证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0% 6,207,324 0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浦发绚丽 5 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4,686,530 0   

苏州福欧克斯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4,623,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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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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莉 51,012,679 人民币普通股 51,012,679 

王春生 36,7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25,000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207,324 人民币普通股 6,207,324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浦发绚丽 5 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86,530 人民币普通股 4,686,530 

苏州福欧克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2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3,100 

吕强 3,732,7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2,7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3,728,853 人民币普通股 3,728,85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69,579 人民币普通股 2,869,579 

田辉勇 2,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1,811,655 人民币普通股 1,811,6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春生、吕莉夫妇属于一致行动人，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吴桂冠和吴镇波为表兄弟关系，

属于一致行动人；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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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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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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 - 514,120,575.23 -514,120,575.23 -100.00% 

应收票据 101,327,700.97 163,734,449.51 -62,406,748.54 -38.11% 

预付款项 16,765,227.46 9,357,905.89 7,407,321.57 79.16% 

其他应收款 7,523,545.79 12,410,077.40 -4,886,531.61 -39.38% 

其他流动资产 95,226,847.85 173,012,101.19 -77,785,253.34 -44.9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0,537,246.90 33,200,000.00 17,337,246.90 52.22% 

在建工程 82,722,310.51 31,264,934.29 51,457,376.22 164.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85,813,936.36 17,863,200.68 67,950,735.68 380.40% 

短期借款 47,204,550.53 74,134,006.24 -26,929,455.71 -36.33% 

应交税费 23,592,892.47 39,328,647.36 -15,735,754.89 -40.0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23,472,389.96 -23,472,389.96 -100.00% 

库存股 13,007,462.00 66,119,843.18 -53,112,381.18 -80.33% 

其他综合收益 23,609,705.83 -5,090,135.24 28,699,841.07 563.83% 

变动情况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514,120,575.23元，减幅100%，主要因为子公司2018年业绩承诺未完成，苏州安

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洁科技”或“公司”）获得业绩补偿的股份在报告期内已回购注销； 

2、“应收票据”，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62,406,748.54元，减幅38.11%，主要因为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款； 

3、“预付款项”，报告期末比年初增加7,407,321.57元，增幅79.16%，主要因为预付供应商材料款增加； 

4、“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4,886,531.61元，减幅39.38%，主要因为子公司支付的融资租赁设备保证金在报告期

内收回； 

5、“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77,785,253.34元，减幅44.96%，主要因为报告期末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

少于年初； 

6、“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报告期末比年初增加17,337,246.90元，增幅52.22%，主要因为子公司对外股权性投资增加； 

7、“在建工程”，报告期末比年初增加51,457,376.22元，增幅164.58%，主要因为在调试期的设备增加和装修工程尚未完工验

收共同导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末比年初增加67,950,735.68元，增幅380.40%，主要因为预付供应商设备款和装修工程款所致；  

9、“短期借款”，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26,929,455.71元，减幅36.33%，主要因为子公司归还到期的短期银行借款； 

10、“应交税费”，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15,735,754.89元，减幅40.01%，主要因为报告期缴纳了2018年度汇算清缴的应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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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23,472,389.96元，减幅100%，主要因为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支付了融资

租赁设备的尾款； 

12、“库存股”，报告期末比年初减少53,112,381.18元，减幅80.33%，主要因为子公司2018年业绩承诺未完成，公司获得补偿

的股份在报告期内回购注销，以及公司股权激励2018年未达解锁条件而回购注销共同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末比年初增加28,699,841.07元，增幅563.83%，主要因为受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影响，外币报表

折算产生的汇兑收益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财务费用 -31,807,719.35 -49,433,499.36 17,625,780.01 35.66% 

其他收益 17,095,185.13 4,305,942.87 12,789,242.26 297.0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841,765.71 30,189,849.16 -23,348,083.45 -77.3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16,108,799.23 -1,293,600.00 -514,815,199.23 39797.09%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24,589,603.93 5,248,647.80 19,340,956.13 368.4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5,919,960.44 -239,051,022.95 244,970,983.39 -102.48% 

营业利润 -213,430,451.67 278,597,727.05 -492,028,178.72 -176.61% 

营业外收入 585,530,016.67 275,685,136.22 309,844,880.45 112.39% 

营业外支出 1,525,056.42 9,168,556.84 -7,643,500.42 -83.37% 

所得税费用 39,998,576.48 121,700,748.34 -81,702,171.86 -67.13% 

变动情况说明： 

1、“财务费用”，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增加17,625,780.01元，增幅35.66%，主要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的影响所致； 

2、“其他收益”，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增加12,789,242.26元，增幅297.01%，主要因为公司及子公司收到的与经营有关的政府补

助同比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23,348,083.45元，减幅77.34%，主要因为投资理财收益同比减少，以及权益性投资

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共同所致；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514,815,199.23元，减幅39797.09%，主要因为子公司2018年业绩承诺未完

成，公司获得业绩补偿的股份在报告期内已回购注销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增加19,340,956.13元，增幅368.49%，主要因为报告期按公司信用政策计提的减值准

备比去年同期增加； 

6、“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244,970,983.39元，减幅102.48%，主要因为去年同期计提商誉减值所致； 

7、“营业利润”，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492,028,178.72元，减幅176.61%，主要因为子公司2018年业绩承诺未完成，公司获

得业绩补偿的股份在报告期内回购注销，报告期内，按照会计准则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14,120,575.23元转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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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8、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增加309,844,880.45元，增幅112.39%，主要因为报告期因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公

司获得业绩补偿并回购注销的股票价值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9、“营业外支出”，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7,643,500.42元，减幅83.37%，主要因为去年同期子公司普胜科技的固定资产清理

损失所致； 

10、“所得税费用”，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减少81,702,171.86元，减幅67.13%，主要因为报告期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049,680.87 245,921,291.20 184,128,396.67 74.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702,855.74 -643,835,927.62 53,133,071.88 -8.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196,917.52 -339,098,788.20 208,901,870.68 -61.61% 

变动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净流入增加184,128,396.67元，增幅74.87%，主要因为报告期收到的

客户货款同比增加，以及受市场因素影响，报告期原材料采购量下降而导致支付供应商货款同比减少共同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净流出减少53,133,071.88元，减幅8.25%，主要因为报告期公司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减少，以及用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同比略有减少共同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去年同期净流出减少208,901,870.68元，减幅61.61%，主要因为报告期偿

还银行短期借款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以及子公司支付的设备融资租赁款同比减少共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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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深圳安洁电子有限公司增资 

   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安洁”）的未来发展需

求，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对深圳安洁增资1,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安洁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至3,000万元。2019

年9月，深圳安洁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深圳安洁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客户订单增加产能扩产需求，公司董事会同意

以自筹资金对深圳安洁继续增资4,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安洁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至7,000万元。2019

年9月，深圳安洁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深圳安洁的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 

    2、对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及新设子公司 

    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设立孙公司的议案》，公司

拟向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斯东山”）增资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新设威斯东山子公司苏州威洁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洁通讯”），本次增资完成后，威斯东山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加至11,000万元，增资后安

洁科技出资占威斯东山注册资本的100%。2019年8月，威洁通讯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由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2019年9月，威斯东山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威斯东山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加

至1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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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收购重庆达昊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达昊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洁”）与朱晓亮先生、刘斌先生签订了《关于重庆达昊电子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重庆安洁以自筹资金收购重庆达昊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达昊”）10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为1,358.50万元。2019年10月，重庆达昊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减少管理层级、优化公司管理组织架构，降低管理成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惠州威博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博精密”）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惠州捷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凯科技”），吸收合并完成

后，威博精密继续存在，捷凯科技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和业务等由威博精密依法继承。 

    5、苏州旺家旺电子有限公司注销完成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孙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

全资孙公司苏州旺家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家旺电子”），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事项。2019

年9月，公司收到了苏州市吴中区行政审批局的发出的《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旺家旺电子的注销登记已予以核准，

旺家旺电子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6、苏州适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苏州适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适新金属”）为满足未来业务发展用地需要，以自筹资金参与

竞拍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南湖路以北、东瑞化工以东的使用权，并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办理相关手续及

签署相关文件。2019年9月，适新金属与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2019年10月，适新金属与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设立孙公司

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

权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

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公告》 
2019 年 08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公

告》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安洁电子有限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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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资的公告》 

《关于收购重庆达昊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注销完成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孙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土地出让合同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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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514,120,575.23 -514,120,575.23     0.00 

子公司业绩

承诺未完成

进行的股份

补偿 

金融衍生工具  -1,988,224.00     -1,988,224.00 自有资金 

合计 514,120,575.23 -516,108,799.23 0.00 0.00 0.00 0.00 -1,988,224.00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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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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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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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由资金 17,600 2,600 0 

合计 17,600 2,6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的调研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9 年 9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的调研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1日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9 年 9 月 17

日、9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 

2019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的调研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1日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9 年 9 月 17

日、9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的调研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6日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9 年 9 月 25

日、9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此次的调研的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月 26日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互动易平台上的《2019 年 9 月 25

日、9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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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莉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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