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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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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新增两项临时提案，即《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华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提请豁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10日-2019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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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1日9:30-11: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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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0日15:00一2019� 年6月

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董炳根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股） 1,141,487,712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141,487,712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25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417,722,45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94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47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388,505,0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35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人) 7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29,217,4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96%

（二）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股东，以下统称“中小股东” )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11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35,156,9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99%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 40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5,939,5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5203%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人) 78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股) 29,217,4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96%

(三)�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746,744 99.2876% 2,911,010 0.6969% 64,700 0.0155%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181,198 91.5359% 2,911,010 8.2801% 64,700 0.184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647,844 99.2640% 2,971,010 0.7112% 103,600 0.0248%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082,298 91.2546% 2,971,010 8.4507% 103,600 0.294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655,644 99.2658% 2,971,010 0.7112% 95,800 0.0229%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090,098 91.2768% 2,971,010 8.4507% 95,800 0.272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18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672,844 99.2699% 2,915,710 0.6980% 133,900 0.0321%

中小股东 35,156,908 32,107,298 91.3257% 2,915,710 8.2934% 133,900 0.380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1)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99,038,736.21元，提取10%法定盈余

公积79,903,873.62元后，母公司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净利润为719,134,862.59元。加上年初留存的未分配利

润1,397,466,998.16元（年初未分配利润扣除当年分配后的余额），截止2018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2,116,601,860.75元。

（2）以总股本 1 ,141 ,487 ,712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 6 .00元现金 (含税 )；即共派发现金股利

684 ,892 ,627.20元。

（3）以总股本1,141,487,712股为基数，每10股送3股红股(含税)；即共送红股342,446,313股。

（4）剩余未分配利润1,089,262,920.55元留存至下一年度。

（5）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7,479,954 99.9419% 108,600 0.0260% 133,900 0.0321%

中小股东 35,156,908 34,914,408 99.3102% 108,600 0.3089% 133,900 0.380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02,052,520 96.2487% 15,571,034 3.7276% 98,900 0.0237%

中小股东 35,156,908 19,486,974 55.4286% 15,571,034 44.2901% 98,900 0.2813%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7.�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390,744 99.2024% 3,079,510 0.7372% 252,200 0.0604%

中小股东 35,156,908 31,825,198 90.5233% 3,079,510 8.7593% 252,200 0.717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闲置资金短期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01,046,003 96.0078% 15,722,851 3.7639% 953,600 0.2283%

中小股东 35,156,908 18,480,457 52.5656% 15,722,851 44.7219% 953,600 2.712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一一 选举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

例（%）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丁跃 408,518,502 97.7966% 25,952,956 73.8204% 当选

李云 409,227,466 97.9664% 26,661,920 75.8369% 当选

倪苏俏 409,197,466 97.9592% 26,631,920 75.7516% 当选

苏秦 408,597,466 97.8155% 26,031,920 74.0450% 当选

10.�审议《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和《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一

一选举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

例（%）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刘雪亮 409,571,192 98.0486% 27,005,646 76.8146% 当选

黄梦露 409,279,265 97.9788% 26,713,719 75.9843% 当选

王晓梅 409,524,166 98.0374% 26,958,620 76.6809% 当选

11.�审议《关于第九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表决情况及选举结果：

姓名

出席会议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选举结果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

例（%）

同意票数

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比例

（%）

张梅 406,582,003 97.3330% 24,016,457 68.3122% 当选

张文斌 408,677,465 97.8347% 26,111,919 74.2725% 当选

12.�审议《关于第十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职人员酬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5,820,654 412,649,644 99.2374% 2,918,810 0.7019% 252,200 0.0607%

中小股东 35,156,908 31,985,898 90.9804% 2,918,810 8.3022% 252,200 0.717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417,722,454 414,036,644 99.1176% 2,959,410 0.7085% 726,400 0.1739%

中小股东 35,156,908 31,471,098 89.5161% 2,959,410 8.4177% 726,400 2.066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提请豁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提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出席会议股

东

38,593,408 38,038,408 98.5619% 530,000 1.3733% 25,000 0.0648%

中小股东 35,156,908 34,601,908 98.4214% 530,000 1.5075% 25,000 0.0711%

该提案为公司股东华联集团的关联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华联集团回避表决。

该项提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的《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出席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表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

汇报。

公司对认真履职直到本次股东大会结束的第九届董事会、 监事会全体成员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

诚挚的感谢！

公司投资者欲了解上述议案的有关情况， 可查阅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31日刊载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饶春博、董楚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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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下午在深圳市深南中路

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2019年6月3日，

会议通知主要以邮件、微信、电话方式送达、通告。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本次

会议由丁跃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事项如下：

一、关于推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44。

二、关于设立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同日单独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45。

上述议案有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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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推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的议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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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经公司2019年6月11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经营班子任期届满，且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于2019年6月11日经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要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人选以及组建新一届经营班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丁跃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董事长，推举李云女士、倪苏俏女士为本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经公司董事长丁跃先生提名，聘任李云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苏秦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长丁跃先生提名，聘任孔庆富先生为本届董事会秘书，聘任沈华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职务。

经公司总经理李云女士提名，聘任苏秦先生、陈善民先生、孔庆富先生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本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之日为止。

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的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要求，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持有

本公司股票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持有股票数量(万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丁 跃 103.94 0.09%

李 云 83.41 0.07%

倪苏俏 56.30 0.05%

苏 秦 48.57 0.04%

陈善民 51.66 0.04%

孔庆富 51.96 0.04%

上述人员简历如下：

丁跃：男，1958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劳动司副处长，纺织总会人

事劳动部处长，纺织总会人事劳动部副主任、兼任纺织总会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主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裁，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监事会

主席等职。1998年8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08年4月至2015年10月，任深圳中冠纺织

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1年6月至2004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长；2004年6月至2013年6月，任本公

司监事会召集人；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告之日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李云，女，1965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曾任江西财经学院

会计系教师、讲师、副主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业务经理、审计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经济师兼

审计室主任，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监事等职。2008年4月至今，任腾邦国际商业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倪苏俏：女，1981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职上海申冠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浙江华联杭州湾

创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总裁秘书、办公室业务主管、办公室业务副

经理、总裁办业务经理、总裁办副主任、总裁办主任等职。2014年1月至今，任杭州华联千岛湖创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3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苏秦：男，1964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曾任深圳华业纺织染有限公司会计，华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本公司主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2013年6月至

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

陈善民：男，1964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深圳华联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

理、经理，本公司投资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2002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华业纺

织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孔庆富：男，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职本公司生产技术科、总工程师办公室、企管部，本公

司证券部主管、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等职。2001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2016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沈华，女，1964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技术员、质检科科长，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惠同特种纤维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等职。2007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新一届经理班子成员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等4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

规定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要求，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对李云、陈善民、孔庆富、苏秦等4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

规定，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3.同意公司对李云、苏秦、陈善民、孔庆富等4人的聘任。

4.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为经营班子正常换届。

附：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孔庆富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103室

电话：（0755）83667450� � 83667257� �传真：（0755）83667583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kqf@udcgroup.com

证券事务代表：沈 华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104室

电话：（0755）83667450� � 83667257� �传真：（0755）83667583

邮政编码：518031�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shenh@udcgroup.com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5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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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经公司2019年6月11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作用，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设战略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四个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公司董事会丁跃先生、王晓梅女士、刘雪亮女士、李云女士、苏秦先生等五人组成，战

略委员会主任由公司董事长丁跃先生担任。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

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黄梦露女士、王晓梅女士、李云女士等三人组成，提名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黄

梦露女士担任。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提名委

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晓梅女士、刘雪亮女士、倪苏俏女士等三人组成，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由

公司独立董事王晓梅女士担任。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

则遵照《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刘雪亮女士、王晓梅女士、苏秦先生等三人组成，审计委员会主任由公司独立董事刘

雪亮女士担任。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审计委

员会工作条例》。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19-047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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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6月11

日在深圳市深南中路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召开，会议材料以电子邮件及书面形式发送给各位监事。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3人，出席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梅女士主持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一致推举张梅女士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召集人。

附：张梅女士简历

张梅：女，1975年2月出生，硕士学历,会计师。曾在中国服装总公司财务处工作，历任华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部业务员、业务副经理、业务经理、财务部副经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职。2008年10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委会主席；2019年1月至今，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09年5月至2019年6月，任本公司董

事；本公司公告之日起任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上接B97版）

（1）云南江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余热发电工程项目位于云南，为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与云南江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利用甲方水泥熟料生产线排放的废弃余热建设一座发功率

为6MW装机容量的纯低温余热发电站，合作模式为科陆能源公司负责本项目资金筹措、电站建设，并

收取相应的节能收益，合同金额为7,870.00万元，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收益期为36个月。该项目2016年

度处于搁置阶段，后期收益情况不明确，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2017）第6010号）的评估结果，2016年期末计提减值准备14,615,521.69元。

云南江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处于歇业状态，2018年10月10日已破产受理，目前管理

人与债务人正在协商盘活资产。鉴于云南江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的经营现状，科陆能源公司预计该余

热发电工程项目有可能发生进一步减值。2018年末，科陆能源公司聘请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公司出具以减值测试为目的所涉及的在建工程项目的可收回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瑞评报字

【2019】第000075号），根据评估结果，本报告期针对该项目计提减值准备36,383,958.31元。

（2）宁夏同心日升2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2018年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原因：公司于2015年取

得宁夏同心2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同期开始筹备建设。在2016年6月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

颁发了暂停项目的通知（宁政办发【2016】4号），文件明确已经开工的项目一律停建、缓建； 2017年

宁夏地区发放的光伏指标全部是扶贫光伏指标。 公司也在积极争取。2018年根据光伏行业的整体发

展，宁夏地区地面光伏指标取消。鉴于以上原因公司决定此项目将不再建设，期末对已投入成本全额

计提减值准备15,555,112.32元。

问询函问题十、你公司就百年金海、深圳芯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芯珑” ）分别计

提商誉减值1.70亿元、1.16亿元。同时，你公司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就收购百年金

海时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6,666.63万元。请分别说明截至目前百年金海、深圳芯珑的行业状况、经

营情况，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参数、估计的选择，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及相关参数及估计与收购时的差异等，并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以

前年度是否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1、 公司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就收购百年金海时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6,

666.63万元，2018年度再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6,981.29万元。

2017年底，公司管理层在对百年金海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时，基于公司和百年金海原核心管理团

队有明确的继续合作及经营的意图，预测百年金海原核心管理团队会继续全力开拓市场、签订订单，

预测未来五年收入会有3%-9%的增长， 未充分考虑公司与百年金海原管理团队的契合度及继续深度

合作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未来收入增长率的使用谨慎性不足。2017年底，公司在预测2018年收

入时，根据2017年及以前还未完成的订单加上2018年截止预测时点新签合同金额确定，在正常经营情

况下，公司根据已签订的业务合同，基本可以保证一年之内完成项目的施工工作，但由于百年金海原

核心管理人员相继离职，导致部分项目未最终签订协议或实际实施，公司预测2018年的收入时，未充

分考虑百年金海原管理团队可能离职带来的因素，收入预测过于乐观，所以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2018年收购百年金海形成商誉计提减值全额计提减值，计提金额16,981.29万元。2018年，由

于原管理团队陆续离职，导致公司经营困难，2018年出现巨额经营亏损；2018年末，百年金海审定净资

产-1.68亿元，资不抵债；2019年3月31日，科陆电子拟以1元价格转让百年金海100%股权。

2018年底，公司未对收购百年金海形成商誉进行评估，2018年全额计提商誉减值，期后转让，可回

收价值为1元，由于2018年百年金海的管理和经营出现了重大的不利变化，公司2018年对收购百年金

海形成商誉全额计提减值。

2、2018年，芯珑电子净利润同比下滑，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收购芯珑电子形成商誉进行了评估，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1,635.72万元，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芯珑电子公允价值（①） 38,626.37

芯珑电子资产组账面价值（②） 4,260.15

收购芯珑电子形成芯珑电子商誉（③） 46,001.94

芯珑电子资产组合计（④=②+③） 50,262.09

计提商誉减值（⑤=④-①） 11,635.72

芯珑电子公允价值评估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测年期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稳定增长年度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3,739.51 4,154.96 4,957.57 5,717.51 6,577.16 6,583.87

折现率（WACC）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折现年限 0.50 1.50 2.50 3.50 4.50 -

折现系数 0.94 0.84 0.75 0.67 0.59 4.79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3,527.86 3,488.50 3,704.79 3,802.72 3,893.02 31,528.86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和 49,945.74

经营性资产价值： 49,945.74

期初营运资金 11,319.37

可回收价值 38,626.37

资产组的认定原则：本次资产组不包含溢余资产，为公司的长期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

发支出和长期待摊费用。公司的开发支出期末余额1998.98万元，为宽带电力载波通信芯片及其通信模

组开发项目，该项目不是公司新开发的产品，而是收购芯珑电子时，当时芯珑电子产品的技术更新，所

以纳入商誉测算资产组的范围。

资产组账面价值：芯珑电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和长期待摊费用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账

面价值合计4,260.15万元。

收益期的确定： 芯珑电子目前经营正常且没有对足以影响企业继续经营的某项资产的使用年限

进行限定， 企业经营业务预计在未来仍保持正常， 因此可认为深圳芯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可永续经

营，即收益期限为无限期限，本次评估对无限期收益现值的计算模型采用分段模型。由于企业近期的

收益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而远期收益预测的准确性相对较差，因此企业的收益期间可相应分为可明

确预测期和可明确预测期后（或稳定年期）两个阶段。本次评估将收益期确定为永续年期，且分为可

明确预测期和可明确预测期后（或稳定年期）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在此阶段根据被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及经营计划，收益状况处于变化中；第二阶段自2024年1月

1日起为永续经营，在此阶段被评估企业将保持稳定的盈利水平。

收入成本预测：根据2018年到2019年产品的市场需求，无线微功率模块以及宽带模块已经逐渐取

代以前的窄带载波模块， 产品售价有所提高， 并且海外市场的需求UIU模块的增加， 预计芯珑电子

2019年收入较2018年有增涨。根据企业自身经营发展状况再结合目前行业的特点，预计2019年－2023

年增长率分别为10%上下，预计企业未来销售收入的预测值。主要增长为G3产品（新产品）。芯珑电子

产品全部为委托加工方式， 主营业务成本主要材料费和加工费组成， 从公司提供的历史数据来看，

2015年至2018年成本占收入的比重在39.23％-45.57%之间。 本次评估依据历史年度实际的发生额，并

依据目前企业的2019年预算，2019年产能更新后，预计毛利率持平，考虑未来年度各成本的情况，2019

年－2022年增长率分别为10%左右，并以此预测未来各年度的主营业务成本。

费用率：2018年公司研发G3模块完毕，近几年研发费用较大，后期预计公司产品比较稳定，费用率

增长会略低于收入增长。

折现率的确定：评估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的方法估算被评估企业期望投资回报率，为

此，第一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选取对比公司，然后估算对比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数β。第二步，根据

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β以及被评估企业的资本结构估算被评估企业的期望投资回报率，并以

此作为折现率。经测算，上述公式计算出税前WACC为12.91%。

预测芯珑电子未来收入有10%上下的增长，原因如下：

① G3模块于2018年研发成功，从2019年开始，预计有应用产品市场销售，是公司收入的主要增长

点；

② 2017年芯珑电子业绩对赌期结束，科陆电子2018年完成了对芯珑电子生产和业务的全面合并

管理，芯珑电子作为科陆电子的重要供应商，科陆电子未来的订单，会向芯珑电子倾斜；

③ 2017年开始， 科陆电子海外销售有较大规模的增长，2018年， 芯珑电子G3产品完成了国际认

证，预计科陆电子会加大对芯珑电子的采购。

④ 宽带产品是2018年下半年完成认证的产品，2018年只有少量的销售，2019年的销量根据目前的

在手和预测的订单预计；

会计师核查意见：

未发现公司商誉相关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情况；以前年度计提了充分的

减值准备。

问询函问题十一、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8.06亿元，较期初下降20.57%；本期计提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1.28亿元，同比增加65.36%。请结合你公司会计政策、信用政策、销售回款情况、收

入确认政策及最近两年应收账款构成变化， 分析说明你公司2018年度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本期公司的会计政策、对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2018年度销售收入较2017年度同

比下降13.36%，另外公司报告期内出售了多家子公司，导致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下降20.57%。

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28亿元，主要是公司按账龄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增加，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8年末余额 2017年末余额 增减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6个月以内 134,078.90 - 222,036.58 - -87,957.68 -

6个月－1年 43,511.08 2,175.55 48,724.11 2,436.17 -5,213.03 -260.62

1－2年 54,555.30 5,455.53 50,332.65 5,033.27 4,222.65 422.26

2－3年 28,079.40 8,423.82 22,302.18 6,690.65 5,777.22 1,733.17

3年以上 20,277.14 20,277.14 9,767.66 9,767.66 10,509.48 10,509.48

合计 280,501.82 36,332.05 353,163.19 23,927.75 -72,661.37 12,404.30

公司本期应收账款计提大额坏账准备，主要是公司长账龄的应收账款增加，特别是账龄3年以上

的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了1.05亿元，根据公司应收款项的坏账政策，总共补提了1.24亿元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

账龄3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增加1.05亿元，主要包括科陆电子母公司增加4,825.64万元，百年金海增

加3,595.73万元。

科陆电子母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增加的原因：公司与部分客户就产品质量、折扣付款金额、回

款方式等未与对方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导致科陆电子3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增加4,825.64万元。

百年金海3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增加的原因：百年金海以前年度确认的项目工程业务收入，合同回

款期较长，账龄3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增加3,595.73万元；2018年度，百年金海按账龄总共计提了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5,001.06万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2018年度应收账款计提比例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长账龄的应收账款增加，增加合理。

问询函问题十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12.31亿元，较期初增长175.19%，2018年

度你公司就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94亿元。请结合具体交易事项说明2018年度其他应收款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详细说明你公司判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无法收回的原因。同

时，其他应收款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合计7.20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

下信息：

（1）上述7.20亿元款项的形成背景、原因；

（2）结合欠款方财务状况、期末回款情况，补充披露上述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并说明

其可回收性及相应保障措施；

（3）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回款安排、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4）上述欠款方中是否存在你公司关联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出

具专业意见：

回复说明：

2018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12.31亿元，较期初增长175.1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哈密源

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公司、杭锦后旗国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等7家光伏项目

公司的股权转让，股权交割完成后，项目公司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股权转让价款、应付股利、往

来款项于报告期末形成大额的其他应收款。

期末公司就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94亿元，主要系：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百

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原值29,249.67万元，部分款项的资金往来方疑似陈长宝控制的公司，

所涉及资金可能被挪用作其他用途，预计无法收回，公司综合判断对部分款项余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4,893.50万元。

（一）上述7.20亿元款项的形成背景、原因；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 股权往来款 21,259.06 1年以内 17.27 1,062.95

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往来款 18,816.26 1年以内 15.29 940.81

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

公司

往来款 14,045.11 1年以内 11.41 702.26

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往来款 10,110.62 2年以内 8.22 10,110.62

河南龙行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

往来款 7,744.08 1年以内 6.29 7,744.08

合计 --- 71,975.12 58.48 20,560.71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锦城

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形成原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孙公司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关于转让孙公司哈密

市锦城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中核山东能源

有限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后，哈密源和、哈密锦城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股权转让价款、应付股利、

原股东（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借给哈密源和及哈密锦城的款项于报告期末形成其他应收

款。

公司其他应收款--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龙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与其发生的资金往来。

（二）结合欠款方财务状况、期末回款情况，补充披露上述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并说明

其可回收性及相应保障措施；

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公司成为中核山东能

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系国有企业，公司结合交易对手方近期主要财务数

据和资信情况，认为交易对手方有足够的履约能力。2018年期末，公司针对上述款项根据会计政策按

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其他应收款--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龙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所涉及资金可能

被挪用作其他用途，预计无法收回，公司综合判断对该往来款项余额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公司对上述款项的回款安排、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2018/12/31

期末余额

2019/4/30

期末余额

2019年1-4月回款

情况

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 股权往来款 21,259.06 8,503.62 12,755.44

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往来款 18,816.26 1,406.87 17,409.39

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公司 往来款 14,045.11 852.72 13,192.39

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往来款 10,110.62 10,110.62 --

河南龙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往来款 7,744.08 7,744.08 --

合计 --- 71,975.12 28,617.91 43,357.22

截至目前，公司对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正常履行，公司将持续跟进资金回笼进度。

（四）上述欠款方中是否存在你公司关联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

出具专业意见。

截止到2018年末，上述欠款方都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上述欠款方中不存在公司关联方，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问询函问题十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12.21亿元，较期初下降13.50%；本期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3,123.96万元，同比增加63.29%。请结合存货性质特点、产销政策及报告期内投资并购等情况，详

细说明本报告期存货减少的原因，并结合存货性质特点、报告期内各类存货变动情况、市场行情及你

公司对存货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存货监测时间、监测程序、监测方法等情况，详细说明本年度存货跌价

准备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122,111.94万元，较期初减少了19,060.48万元，主要是科陆电子和

百年金海存货账面余额的减少，其中科陆电子减少10,662.70万元，百年金海减少2,967.75万元。

科陆电子母公司存货减少的原因：

1、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278,111.56万元，同比下降13.75%， 公司收入的下降，导致公司生产较去

年末有所减少；

2、公司2018年资金较为紧张，公司加强了供应链和库存管理，减小了库存水平。

百年金海存货减少的原因：

2018年，百年金海原管理团队离职， 2018年下半年，公司没有新订单，公司在建项目大幅减少。

另外，公司战略业务收缩，公司陆续出售了多家公司股权，以上原因共同导致了公司报告期末存

货账面余额的减少。

（2）2018年，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123.96万元， 其中， 科陆电子母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

440.33，同比增长203.33%。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2年计提金额 2-3年计提金额 3年以上计提金额 计提金额合计

半成品 15.30 10.77 9.86 35.94

工程物资 0.16 0.02 157.80 157.98

库存商品 0.46 22.59 62.10 85.15

原材料 31.60 99.51 379.62 510.73

发出商品 650.53

合计 47.53 132.90 609.38 1,440.33

计算过程如下：

根据会计准则，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

货跌价准备。各类存货的计提方法如下：

1、取得年末发出商品清单，发出商品本身就带有销售订单和销售订单行，根据销售订单取得对应

的单位售价计提跌价准备；

2、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该存货的预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3、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4、公司部分通用料无法对应到具体订单，对于该部分存货，根据库龄计提。公司销售收入减少和

公司为保证质量使用较多短库龄的通用件，导致公司通用料的库龄增加；计提标准，1-2年计提20%，

2-3年计提30%� 3年以上计提50%。

综上，科陆电子存货跌价的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发出商品跌价增加和3年以上无法对应订单的

存货库龄增加所致，公司的存货跌价测算方法未发生重大变化。

会计师核查意见：

报告期存货减少合理，未发现存货跌价计提不合理的情况。

问询函问题十四、2018年度末， 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包含 “往来款” 4.46亿元， 较期初增加

438.05%。请具体说明上述往来款的项目明细、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说明：

2018年度按应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付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金额

占其他应付款总额

的比例

付款时间 未结算原因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 36.34% 1年内 项目保证金

华润租赁有限公司 7,000.00 12.72% 1年内 预收融资租赁款

深圳市前海茶溪智库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100.00 9.27% 1年内 股权转让款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319.90 4.22% 1年内 股权转让款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3.63% 1年内 项目保证金

合计 36,419.90 66.18% --- ---

其中：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应付款分别系公司光明智慧

能源产业园、宜春产业园项目保证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固定

资产投资的议案》，为有效满足储能业务快速发展对经营场地的需求，公司拟投资建设“智慧能源产

业园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项目投资金额约人民币15亿元。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陆润能源有限公司向华润租赁有限公司申请7,000万元融资租赁业

务，截止2018年12月31日，融资租赁物尚未建成，公司收到的相关款项视同为借款行为，在“其他应付

款” 科目列示；待该融资租赁物建成后，调整为融资租赁业务，在“长期应付款” 科目列示。

公司与深圳市前海茶溪智库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4月签订了《关于地上铁租车（深

圳）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鉴于公司收到茶溪三号发来的《关于要求停止履行地上铁股权转让

程序的函》： 因茶溪三号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茶溪智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股

权纠纷，为避免风险，茶溪三号请求公司暂停履行股权转让程序，公司暂缓履行股权转让程序。截止

2018年12月31日，公司将预收的股权转让款在“其他应付款” 科目列示。

公司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股权比例3.71%，转让价款为4,734.5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尚有2,319.90万元未支付，公司已

于2019年1月全部支付完毕。

问询函问题十五、2018年度你公司发生营业外支出8820.84万元， 其中6819.21万元为诉讼赔偿支

出，罚款支出770.84万元。请补充披露诉讼赔偿及罚款涉及的具体事项，并说明你公司履行的信息披露

义务。

回复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债务重组损失 68.39

对外捐赠 150.80

罚款支出 770.84

诉讼赔偿支出 6,819.21

其他 1,011.60

合计 8,820.84

（一）诉讼赔偿支出涉及的主要事项：

1、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以资金周转为由，向肖立荣借款1,100万元。肖立荣起诉至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根据（2018）豫0191执265-1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1-2月，百年金海被司法扣划

1,921.65万元。

2、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与合肥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订《阜阳北旅城市商业广场

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项目项目合作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造成阜阳北旅项目损失。根据安

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申27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7月百年金海被司法扣划730万元。

3、 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为借款人担保950万元债务， 出借人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

行，2018年12月，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强制划款4,310,139.13元。

4、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为借款人担保1100万元债务，出借人为北京道口贷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7月北京道口贷上门索要担保赔偿，经过与北京道口贷的协商，公司于2018年7月向北京道口贷支付

2,770,000.00元解决该笔担保事项。

5、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软件行业协会、张英瑶借款，金额合计为820万元，百年金海科技

有限公司为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19年1月11日一审已开庭完毕，正在等待判决，期

末公司计提预计负债8,200,000.00元。

6、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郑州银行商都支行借款金额950万元，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为

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18年12月17日， 郑州银行已经划扣百年金海4,310,139.13元，

百年金海已经就此事起诉郑州银行无故划扣我方款项，2019年1月14日已立案，该案将于2019年3月7日

在管城法院开庭审理，郑州银行起诉百年金海，目前已经收到法院的诉前保全裁定，期末公司计提预

计负债5,189,860.87元。

7、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借款金额2,000万元，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

为河南宝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2018年10月26日浦发银行起诉百年金海科技有

限公司，起诉金额1,995万元，期末公司计提预计负债19,950,000.00元。

8、张文飞起诉孟强、谷凯华、驻马店市迅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和漯河市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要求赔偿安装视频监控设备时受伤住院治疗费用，2018年6月，法院判决百年

金海科技有限公司承担80%责任，2019年1月8日， 强制划款930,329.00元， 期末公司计提预计负债930,

329.00元。

以上诉讼因金额较小，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二）罚款支出涉及的主要事项：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017年11月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借款合

同， 借款本金3.85亿， 期限一年； 因逾期还款支付罚息165.10万元；2、 公司与客户Administración�

Nacional� de� Electric签订的订单CL170101/CL170224，因交期延误支付的罚款USD93555.77(约64.89万

元)；3、公司与客户SUPER� STAR� GROUP签订的订单CL180101/CL180503，因交期延误引起的罚款

USD10299(约7.14万元)；4、公司与客户PLATINUM&CO� LTD签订的订单CL171217，因安装操作错误

引起的罚款约11.87万元。

深圳芯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信雅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号为P1507023、

P1508064《采购合同》，芯珑公司主张合同已终止，法院判令双方继续履行该两份《采购合同》并由芯

珑公司向信雅微公司支付货款4,116,985.20元，日后交货产生的数量，质量不符问题，如与信雅微公司

义务有关，芯珑公司可另循途径解决。

南昌市科陆智能电网科技有限公司南昌工业园生产基地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罚款350,000元；研发大楼基建工程未办理质监手续情况下开工，罚款100,000元。

深圳市科陆售电有限公司与万达工业（始兴）有限公司签订《2018年购电代理服务协议》（协议

编号：CL20171030WD），后因深圳售电经营状况不佳，未按照合同条款履约，单方面解除协议，一次性

支出赔偿款 192,138.73元。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的罚款支出137,200.00元主要系每个月承接客户包车

过程中一些线路暂未办理到运营资质而接受的罚款，一般罚款标准为1,000元/次/台。

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滞纳金系缴纳五沙土地尾款4,236.00万元滞纳4天产生， 金额为169,

440.00元。

以上支出因金额较小，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问询函问题十六、请说明你公司将“高尔夫球会会籍” 计入无形资产并确认133.47万元期初余额

的依据、计算方法、合规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说明：

2008年-2011年，公司向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总共支付141.59万元，成为该高尔夫球会的终身会

员，公司拥有高尔夫球会会籍后，便于公司的商务用途，可以作为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

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2008年报会计师根据现值法调整后，确认无形资产133.47万元。

公司将“高尔夫球会会籍” 计入无形资产并确认133.47万元期初余额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将“高尔夫球会会籍” 计入无形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