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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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 年11月8日披露

了 《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已经过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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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上述人员减持计划的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唐正军未减持公司股份；公司董事侯景刚、蔡

建军，董事会秘书肖薇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资金用途

侯景刚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2月18日 4.199 170,000 0.03%

降低股票质押

率

2019年12月19日 4.669 80,000 0.01%

2019年12月20日 5.18 100,000 0.02%

2020年2月17日 4.782 140,000 0.03%

合计 490,000 0.09%

蔡建军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2月17日 4.191 331,700 0.06%

缴纳限制性股

票个人所得税

税款

肖薇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2月10日 4.102 94,520 0.02%

缴纳限制性股

票个人所得税

税款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侯景刚

合计持有股份 19,311,707 3.52% 18,821,707 3.4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4,391,416 0.80% 4,600,427 0.84%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4,920,291 2.72% 14,221,280 2.59%

蔡建军

合计持有股份 1,360,000 0.25% 1,028,300 0.1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40,000 0.06% 257,075 0.05%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020,000 0.19% 771,225 0.14%

肖薇

合计持有股份 604,520 0.11% 510,000 0.0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94,520 0.02% 127,500 0.0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510,000 0.09% 382,500 0.07%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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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的情形。

2、本次减持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

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

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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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调研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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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6

日、2020年2月17日以电话会议的形式，接待了机构调研，现将调研情况公告

如下：

一、参会人员

1、公司参会人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爱斌；投资者关系总监杜蔚

2、调研机构参会人员：

（1）2020年2月16日参会人员：信达证券王建会、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戴小西、兴业财富王强、东海基金胡德军、天和思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闫世文、深圳市正德泰投资有限公司钟华、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昀奥、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立秋、浦泓资本叶菲菲、衍森投资黄承林、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婷、财通证券资产管理部赵晖、长江资本孙岩、概

格投资王顺欢、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为、量德（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王亚平、深圳汇翰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李磊、宏鼎财富李小斌、国泰投

研徐成城、中国人寿养老保险投资中心高媛媛、嘉实基金包丽华、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刘旭明、中国民生银行杨桐、中信证券王亚男、珠海怀远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李岩岩、天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郭立江、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张若谷、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邓强、中海基金左

剑、上海御勤投资有限公司蒙超峰、天麒投资有限公司李志宇、北京宏道投

资季巍、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方南平、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王

传振、深圳市老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海鸥、润域投资朱涛、深圳神州创投

资产管理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王胜槐、深圳晴川资本管理合伙企业陈乃恭、深

圳前海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正义、辰翔投资何东、北京金塔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高文力、 上海天泽金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葛欣、 彤源投资薛凌

云、中信产业基金陈凯南、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文彧

（2）2020年2月17日参会人员：东吴证券侯宾、东吴证券张良卫、东吴证

券胡嘉琪、安信证券自营部黄彬、东吴证券王英泽、方圆基金李宇轩、广晟资

产李斌、国海证券自营部夏天、华安基金崔莹、华安基金张杰伟、华财投资田

大军、金鹰基金崔晨、景熙资产张宁、坤方创业投资王涛、南方基金王峥娇、

南方基金邓晓溪、 农银汇理基金朱天立、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文

可、申九资产欧阳沁春、野村证券自营部黄翔、元沣资产王冲、长城基金杨维

维、中和资本韩东、中欧基金曲静

二、公司整体情况介绍：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爱斌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平治的业务和运营商息息相关。 以前主要做手机阅读，通过和三大运营

商合作阅读基地起家。 2016年开始做互联网的付费阅读，阅读业务线近几年

发展较快。 董事长2017年收购深圳兆能开创新业务线，围绕运营商5G、智慧

家庭建设周期做硬件生产。 18年兆能拿下众多订单，19年初披露的在手订单

有20多亿。 19年4月份平治收购兆能51%股权，并在2020年1月份披露将收购

剩下49%股权。

平治的业务主线， 是围绕着运营商的网络建设以及内容建设这两条线

来展开的， 两条线服务同一个客户。 公司多年前就开始投资5G网络建设领

域。大家能感受到的比如光纤入户，实际上这个是运营商5G网络建设的一部

分，现在这一块已经体现出5G网络建设的效应。 我们对智慧家庭的感知，实

际上从IPTV的升级、网关的升级、光猫的接入开始。最近比较火的WiFi6路由

器，也不是突然站到风口，它是运营商5G网络建设的一个衍生业务，智慧家

庭设备产品的快速普及形成对家庭路由器的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上周小

米产品发布会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WiFi6路由器上来了。整个5G网

络建设，第一步是光纤入户，室内分布穿透力差，需要有光纤把识别的数据

引出来。 前段就是靠室内WiFi或者小基站来收集的， 但是小基站跟WiFi相

比，WiFi更优势，尤其在成本这一项，WiFi6路由器在室内分布这块是对5G网

络覆盖的有益的补充。 兆能的业务布局就是从运营商的需求出发，首先是智

慧家庭这一块产品比较多，包括前期的一些IPTV、网关、智慧音箱都有，包括

后续的千兆网、WiFi6路由器、5G小基站、光模块等等。

平治的运营商阅读业务线也开始积极布局5G套餐的权益类内容合作。

运营商已经开始卖5G套餐了，这里面有很多增值业务。现在的增值业务不像

移动梦网那个时代了，现在都是以权益类的内容出现的，比如说188元的5G

套餐有5个权益类内容，但只能选两个，你可能选的是滴滴打车和美团外卖

的优惠券。 这一块公司已经切入，第一步和腾讯视频、美团外卖、滴滴打车等

合作，拿到电子券后和运营商一起运营，赚取差价；第二步考虑拿一些品牌

阅读网站的权益，比如收购网易云阅读。

兆能不仅布局WiFi6，还布局网络云视频会议系统（1月2日披露），移动

公司正在催货，后续移动公司可能增加订单，原因是远程办公的效率很高以

及随着网络升级和设备迭代，容量等方面会带来新强劲需求。 公司的硬件和

内容都围绕运营商的5G网络和内容运营跟进,5G网络推进给公司带来增长

契机。

去年2亿规模定增引入新华网、浙报、腾讯是因为考虑到公司是纯民营

企业且属于文创行业，希望优化股东结构助力未来发展。 公司在新媒体阅读

这块，相对比较散的新媒体公众号，可以拢起来做到一定规模的收入规模，

在业内受到认可。 公司继续看好阅读， 所以要引入网易云阅读的版权跟品

牌。 总的来说，收购网易云阅读是因为继续看好阅读；收购杭州悠书是为加

强公司CPS渠道建设；收购兆能剩余49%股权是因为根据业绩承诺兆能近三

年会有3.7亿利润贡献（分别是20年1亿、21年1.2亿、22年1.5亿）且收购成本

较低（整个兆能的估值是9.5亿），收购剩下的49%的股份，按照10倍来算的

话，其实就花了4.6个亿，但是他三年可以贡献出3.7个亿以上的利润），希望

通过收购增厚平治信息的利润以及在运营商的5G建设周期中获得二次发展

机会。

三、调研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潘爱斌及投资者关系总监杜蔚回答了各机

构的提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年2月16日调研问题及回复：

1、公司疫情期间复工情况？

答：公司杭州这边已于昨天（2月15号）复工，有部分同事受疫情交通管

制影响还没回来上班。 深圳兆能预计下周可以复工，深圳兆能针对本次疫情

紧急推出了些产品，包括红外测体温设备、消毒机器人、电话会议硬件产品

等。

2、疫情期间阅读业务有没有大的增长？

答：复工前感受到了这块市场和往年相比有好的变化，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市场也比较好，各方面有比较好的表现。

3、2020年深圳兆能业务、阅读业务的进展情况及规划？

答：移动阅读目前经营稳定，虽不会像前几年一样爆发性增长，但会带

来持续的稳定收入， 杭州悠书在17年以比较低价的价格收购过来， 主要做

CPS阅读，18年发展状态很好， 利润达到5000多万，19年也有2700多万利润。

公司拟收购的网易云阅读跟平治本身的业务不太一样， 平治阅读以女频为

主，网易云以男频为主，完成收购后可帮助我们在细分领域之外拓展业务。

平治是以百足模式比较分散的做阅读这一块的业务，之前一直在做渠道，之

后希望通过网易云阅读的品牌效应， 结合整个平治文学的内容接入到运营

商生态5G套餐中去。

兆能在18年、19年的业务线还是很传统的， 以智能网关、WiFi路由器、

IPTV设备、智能音箱等为主，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拓宽产品线，前段时间

披露的兆能中标项目有中国电信的摄像头业务， 还有移动的云电话会议系

统的集成系统采购。 兆能去年在光模块、小基站、WiFi6设备等都有技术和产

品的储备，希望之后能够进入运营商5G、智慧家庭的建设和采购周期中去。

4、有关WiFi6的情况？

答：兆能有WiFi6这个产品的，这次疫情大家明显发现做网课时有很多

技术性的限制，比如带宽明显不够，比如4K� 、线上教育、VR、AR对带宽都有

7-10倍的提升需求，是一个数量级提升。

5G从市场情况分析，WiFi6技术和5G技术有部分同源性， 比如频段复

用，OFDM技术衍生出来，WiFi6在协议上有优化， 在上行下行方面采用

OFDMA技术，频段复用以及空间复用，可用终端多了，现在问题是物联网设

备，比如插座、智慧家电等泛智能化的设备连上去之后，对路由器的要求提

高了。 WiFi6最大特点最大的特点是高带宽、低时延、多用户，刚好能满足

IOT的建设需求。

另一个方面是WiFi6在某些场景可以是5G网的补充，5G网络建设成本

和收益是匹配的，3、4线城市就要考虑成本问题了， 偏远地方5G网络是没办

法建的，WiFi6大大弥补了5G网络的覆盖，在家庭中可以享受到5G上网的乐

趣，小米、苹果、三星等都会引入，华为本身就在做荣耀智慧屏，作为物联网

入口。 从市场角度、运营商角度，大家都在这方面发力。

理论上有两个极限速率，家庭光纤有1G，还有基站光模块的问题，基站

也有升级，运营商也在布局的，估计下半年会好，从厂商来说现有路由器终

端库存消耗完之后、大家都在向这方面转。 WiFi6下半年大概率进入爆发期。

从成本方面说，WiFi6主芯片现在都是进口的，随着国产品牌海思、台湾

MTK的研发，这块起来后会对整个产业链有很大帮助，形成共振的局面，市

场会很大。

兆能我们是自主研发的，对5G相关部分设备、WiFi6的AP，CPE的设备都

有技术储备。 运营商一般是集采，大规模采购在下半年，一般是千万台级别

的采购，能给兆能等供应商带来非常好的市场机遇。

5、WiFi6大概能占多少比例？

答：运营商大规模采购还没开始，首先我们要确保能入围，份额多少会

全力争取，比例还不好说。 类似之前披露的摄像头的采购标我们与头部公司

同时竞标，我们也可以拿到相应份额；后面云视频会议设备的标也拿到了很

大份额。

6、应收账款方面？

答：（1）兆能是生产型企业，供货资金有周期，在途金额高也是好事情，

说明业务营收规模大；（2）运营商存在一定的账期，但坏账基本没有，平治

自己资金状况也还好，另外兆能纳入上市公司体系后融资能力也加强了，银

行也看好兆能的业务，银行贷款也比较顺利。

7、兆能订单结构情况？

答：已披露的订单2019年二季度前，大部分是传统智能网关、WiFi路由

器、IPTV设备、智能音箱为主。目前我们获得的订单结构有很大的变化，集中

在向智慧家庭、5G方向靠拢，抗疫情的设备也在做，比如摄像头、测体温设

备、消毒机器人等，产品也在推广，WiFi设备也一样，WiFi5设备有个大标在

测试，我们也在跟着运营商的方向再转。去年下半年WiFi6设备、5G小基站等

产品也做好了，积极参与运营商今年的采购。

8、特别有技术含量的兆能能做吗，还是只是零部件的组装？

兆能是有设计能力的，芯片级别做不到，需要采购海思、MTK等芯片，有

二次设计能力，中兴华为事件影响比较深远，他们也采用比较开放的态度，

小厂商也能参与生态建设，海思不只是给华为供货，小厂商也能拿到比较好

的芯片，我们不是纯销售公司，也是有生产能力的，也是有很大空间的。 我们

的收购方案还是比较划算的，兆能承诺三年保底贡献3.7个亿的利润，整个估

值才9.5个亿，但是三年3.7个亿以上利润是实打实的，且实际控制人的股票

是有很多约束的，所以这样的收购真的是把利润并进来了，对我们未来几年

是非常有帮助的。

9、公司规模现在有多大？

300至400多人吧，一直在招人，销售没那么多，主要是工人。 工厂今年生

产跟不上，做了外包，我们计划建科技园区扩大一下生产线，占地面积大概

有50亩，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

10、阅读方面签约作品的来源是哪些？ 是和平台还是单独的作者？

两种来源：主要是自己去签独立作者，主要是签约内容。 另一部分采购

一些非独家的版权。 总体是以前者为主。 我们的编辑，他们主要工作之一就

是找作者、找内容。

（二）、2020年2月17日调研问题及回复：

1、现在预案的进展和新的再融资方案，对再融资整个进度和方式上有

没有影响？

答：目前披露只是预案，三个收购标的分别是深圳兆能、杭州悠书、网易

云阅读，要等接下来的审计和评估，然后正式披露收购报告书。 最近证监会

出台的再融资新规使得公司配套融资的锁定期减半，锁定价格进一步降低，

投资者从5家增加到35家，极大地便利了公司融资。 这次新规是非常大的松

绑，对公司融资来说真的是非常便利。 我觉得这三个条件一方面让流动性增

强了，因为就6个月；另一方面让成本更低了；最关键是对公司来说，投资者

更好找了。 以前限制5家，每一家都得有一两个亿，这是很难找的。 并且对融

资方有很多要求，但现在放宽了。 打比方说，我们要进行5个多亿的配套融

资，现在的政策使得一两千万的大户也可以进来了。 这种模式对这类投资者

很有吸引力，因为成本低，时间短。 这次的新规对我们收购项目，包括配套融

资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新方案对我们项目的推进是很有利的。

2、兆能19年的业务情况怎么样和对它未来两年的业务展望？

答：兆能现有的情况是他原来的一些订单要消化，最近中标的云视频系

统相关的订单也要开工。 我们今天已经复工，疫情对兆能影响有限。 接下来

我们会开足马力，赶紧供货。

2020年兆能利润承诺完成1个亿，之后每年至少会有20%的增长。兆能不

仅当下订单多，受益于5G未来发展和运营商更多需求，会有很多的业绩增长

点。

公司对兆能这条线很有信心。 新增长点还是围绕着运营商的需求，运营

商其实也在跟着市场。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家国企，它还是一家公司。 这样的

话，就拿视频会议系统来说，如果要推出企业版本的话，这块的需求会很大。

还有比如需要红外远程测体温功能。 它可以部署到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像

医院和车站，能用于发现人群里面起异常的人。 所以有很多新的增长点，我

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储备，这些是眼前能看得到的机会。

此外，公司也是有设计能力的。 我们的小基站、光模块、WiFi6产品也都

已经上线了。 我们在这一块应该属于后起之秀，海思对我们很重视。 因为他

觉得我们的市场和收入增长非常快，并且运营商的关系服务都做得很好，所

以比较重视我们的发展，给予我们很多支持。 运营商看中产品质量、价格和

服务多方面，它也要挑一些跟他能长期合作的伙伴，所以说我们对后续新增

的市场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目前WiFi6全国市场在初期的铺点阶段，这块的设备我们也都有。 但是

按照运营商的思路来做的话，比如说浙江，他有可能是让杭州先做，然后找

一两个厂家来做试验点。 运营商是比较谨慎的，会有一个磨合过程，这需要

有一段时间， 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来转化成我们的市场份额。 所以

WiFi6今年可能起量，下半年可能是转折点。 芯片的国产化这块，很多厂商目

前用国外的，后面国产海思的芯片若能出来，有很多厂家都有机会参与，我

们肯定也会争取第一梯队，因为运营商还是要从它的现有合作伙伴里面挑。

所以我们不仅有硬件，在硬件的更新迭代带来的新的需求方面，我们有

很多新的机会，我们也会在面向用户的套餐里做内容的运营。 兆能眼前能看

到的机会更多一些。 阅读这块，我们之前都是爆发式的速度在增长。 后续会

有增长，但很难像以前这样翻倍增长了。 未来两块业务将齐头并进。

3、去年阅读业务的业绩怎么样？

答：总体有增长，特别是下半年势头不错。 疫情下大家的生活状态使得

公司这段时间阅读业绩显著提升。

4、 阅读业务，18年Q4采购了很多内容导致该季度费用上升，19年Q4业

绩相对18年有增长可以理解为是由于18年为19年做了储备吗？

答：是的。 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公司在18年就开始布局，这次收购网易

云阅读也是因为继续看好未来阅读的需求。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09� � �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2020-008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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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王凤久系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副总裁，持有公司股份共计50,084,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3%。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王凤久本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20,000股。 截至2020年2月19日，王

凤久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已减持2,1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299%，

其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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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久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0,084,602 5.43%

IPO前取得：33,389,735股

其他方式取得：16,694,867股

王仲涛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7,916,529 5.20%

IPO前取得：31,434,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5,717,00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765,529股

邵彩梅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4,559,878 5.92%

IPO前取得：32,643,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6,321,5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595,37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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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久 50,084,602 5.43% 一致行动协议

王仲涛 47,916,529 5.20% 一致行动协议

邵彩梅 54,559,878 5.92% 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152,561,009 16.55%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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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王凤久 2,120,000 0.2299%

2019/10/28～

2020/2/19

集中竞

价交易

11.64－

14.25

27,222,982 已完成 47,964,602 5.2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2/20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0-010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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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5日

以通讯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2020�年2月19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

英杰先生主持，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包括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辽宁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辽宁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

改报告的公告》（2020-009）。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决议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0-011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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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5日

以通讯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2020�年2月19日上午11：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郝率肄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3

名。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

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辽宁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辽宁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的整改报告》如实反映了整改工作内容，整改措施切实可行，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监事会建议不断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认真落实

整改措施，切实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辽宁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的整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决议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0-009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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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萃华珠宝” 或“公司” ）于

2020年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辽宁

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

施的决定》（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1�号）。 （以

下简称“《决定书》” ），要求公司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改正，具体详见公

司2020年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

到辽宁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对此次问题高度重视，并深刻反思公司在

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可行的

整改计划，并成立专项整改小组，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部门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断提高

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和水平，切实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杜绝此

类问题再次发生。

一、对外借款未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2015年10月-2016年1月，公司

子公司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萃华）累计向武汉阜康

金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阜康” ）借款 3795�万元，未召开董事会

作出决议，未及时进行披露。

整改情况如下：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开展自查，武汉阜康金银制品有限公司曾是深圳萃

华在湖北地区的省级代理，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代理萃华品牌在湖北地区开

展加盟店拓展业务以及批发业务。 在武汉阜康作为深圳萃华省级代理商期

间，深圳公司给武汉阜康提供了累计3795万元的临时借款，目的是为了支持

省代在武汉的业务拓展，以及确保省代更好的服务当地加盟商，后续该款项

武汉阜康已经归还深圳萃华,未对公司以及投资者造成损失。

公司已经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以及各控股子

公司认真学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通过学习，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 各控股子公司加强了对相关规定的理解和认识，

增强了规范运作意识。 公司进一步梳理了信息披露流程，特别是涉及子公司

的信息披露流程，加强了信息披露管理，确保公司的信息及时、准确披露。

通过上述整改措施，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等

增强了合规意识，切实做到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投资者。 强化

了规范运作意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证公司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准确的履行。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整改时间：已完成，并在今后公司治理过程中持续规范。

二、存货管理制度不健全。 公司部分存货由深圳萃华代保管，该部分存货

未按规定单独存放和记录，存货在公司和深圳萃华之间流动时未办理相关手

续，未详细记录存货入库、出库及库存情况。

上述问题回复如下：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开展自查，该情况是由于2015年公司与某加盟商、银

行之间的单笔业务所导致。 由于该加盟商地处湖北、更为靠近深圳，并且深圳

是珠宝产业集散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公司日常在子公司深圳萃华存有黄金原

材料，为了提货方便，因此该笔业务由深圳萃华从公司在其处代管的存货中

代为支付。

公司组织内审部、财务部、总经办、业务部门等对存货管理制度进行全面

梳理和完善。 依据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围绕业务与财务核算相关的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

同时聘请了专业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公司提升内控管理，同时将不断优化

相关流程、强化核心控制点，积极推进相关制度的落实和执行。 加强对公司及

各子公司存货库存的管理、存货流动相关手续的办理、规范记录存货入库、出

库及库存等情况的落实。 督促各子公司对现有制度进行梳理，并按照上市公

司相关法规对公司制度体系进行持续修订完善。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内部审计负责人。

整改时间：公司已整改完成，内控体系梳理正在实施，公司将长期持续强

化管理制度，加强学习，规范公司运作。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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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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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3日、9月27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5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实施回购，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33.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2019年11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

书》。

截至2020年2月18日， 公司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回购实施情况

（一）2019年11月18日，公司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69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21%，购买的最高价为23.57元/股、最低价为

23.2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6,205,922.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截至2020年2月1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9,

794,290股，占公司总股本2,151,239,916股的比例为0.9201%，回购的最高价为

28.99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22.97元/股，回购均价26.5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524,686,645.49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0年2月18日， 公司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524,686,

645.49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回购方案中拟使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5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的规定，本次股份回购

方案实施完毕。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包括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

用资金总额等，均符合公司披露的回购方案。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通知债权人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2），债权人债权申报日期为2019年9月28日至2019年11月11日。

在此申报期内，未出现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情形。

因此公司将按照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依法注销回购股份并相应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完成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

四、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根据公司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拟将回购股份的90%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5%用于股权激励计划，5%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将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

的5%共计989,715股, 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151,239,916股减少至2,

150,250,201股。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0年2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989,715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本次注销后，公司已回购股份剩余18,804,575股，后续公司将按照回购股份

用途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

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未实施部分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

本次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3,760,819 17.37 -373,484,169 276,650 0.01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77,479,097 82.63 372,494,454 2,149,973,551 99.99

总股本 2,151,239,916 100.00 -989,715 2,150,250,201 100.00

注：本次回购实施期间，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完成373,484,169股限售股

解禁（公告编号：临2019-040）

公司董事会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决定回购股份具

体用途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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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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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张智寰、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林贻明、副总裁兼董事

会秘书潘洁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自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8月19日），以自

筹资金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本公司股份，每人增持数量不低于

30万股，不超过60万股；合计增持数量不低于90万股，不超过180万股。 本次增

持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后续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波动以及资金未能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公司接到董事兼副总裁张智寰、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林贻明、副总裁兼董

事会秘书潘洁的通知，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以自筹资金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本

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张智寰、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林贻明、副总

裁兼董事会秘书潘洁。

2、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董事兼副

总裁张智寰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01,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副总裁兼

财务总监林贻明、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潘洁未持有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张智寰、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林贻明、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潘洁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每人增持数量不低于30万股，不超过60万股；

合计增持数量不低于90万股，不超过180万股。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择机根据

本增持计划的增持数量和增持期限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2020年2月20日起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增持计划将在

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后续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波动以及资金未能到位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四、其他说明

1、 增持主体承诺： 实施本次增持计划所购股份在法定期限内不进行减

持；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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