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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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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炎顺先生、总裁刘晓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芸女士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晓萍女士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潘金峰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历彦涛

王晨阳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历彦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东方

A

，京东方

B

股票代码

000725

，

2007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洪峰 黄蓉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12

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12

号

电话

010－64318888

转

010－64318888

转

电子信箱

liuhongfeng@boe.com.cn huangrong@bo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867,073,506.00 55,039,208,687.00 1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5,450,325.00 1,668,448,449.00 -3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6,328,585.00 651,490,434.00 -12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716,675,534.00 11,594,984,349.00 -1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6 0.048 -45.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6 0.048 -4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1.92% -0.8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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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33,841,254.00 340,412,203,308.00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1,672,532,467.00 95,058,129,055.00 6.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0,643

户（其中

A

股股东

1,330,399

户，

B

股股东

40,24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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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

心

国有法人

11.68% 4,063,333,33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60% 1,601,382,703 0

无

0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1% 1,362,162,510 0

无

0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1% 1,359,820,041 0

无

0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6% 822,092,180 0

无

0

合肥建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0% 800,000,000 0

无

0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6% 682,765,474 0

无

0

中意资管

－

招商银行

－

中意

资产

－

启航

1

号资产管理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4% 325,728,500 0

无

0

中意资管

－

招商银行

－

中意

资产

－

承平

1

号资产管理产

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305,643,700 0

无

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79% 273,735,58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

、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

股权。

2

、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25%

的股份，是其控股股东。

3

、在京东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重庆

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其所持公司

全部股份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与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持一

致。

4

、在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通

过《股份管理协议》将其直接持有的

70%

股份交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附带的除处分权

及收益权以外的股东权利；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将其直接持有的

其余

30%

股份的表决权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

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保持一致。

5

、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因参与转融通业务，导致其股份减少

13,

824,8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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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

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资者）

（第一期）

19BOEY1 112741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22

年

10

月

29

日

800,000

4.00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

（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20BOEY1 149046

2020

年

02

月

27

日

2023

年

02

月

28

日

200,000

3.64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

（第二期）（疫情防控债）

20BOEY2 149065

2020

年

03

月

18

日

2023

年

03

月

19

日

200,000

3.54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

（第三期）（疫情防控债）

20BOEY3 149108

2020

年

04

月

24

日

2023

年

04

月

27

日

200,000

3.50

%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

减

资产负债率

57.18% 58.56% -1.3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37 6.29 -14.6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给半导体显示产业链带来冲击，

行业市场规模萎缩。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形成的冲击，公司经营面临严

峻挑战。另一方面，国家提出的“新基建” 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数字动力，加速

5G、AI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将促进新一轮经济的增长，给公司的转型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大环境下，公司坚持物联网转型方向，积极

把握发展机会，加强风险预警，及时调整内部策略，优化产品结构，在创新应用业

务、传感器、智慧物联和智慧医工等多个领域获得较快发展，物联网转型战略稳

步推进。整体来看，公司在行业市场规模总体萎缩大环境下，实现营收持续稳定

增长，上半年实现营收608.67亿元，同比增长10.59%。

1.� D、S、H三大事业板块齐发展

端口器件（D）

显示器件整体出货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出货量同比增长超15%，LCD智能

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显示器显示屏、电视显示

屏等五大主流应用领域出货量仍保持全球第一， 显示事业全球市场领先地位进

一步巩固提升；创新应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60%，销售面积实现同比翻倍增长，

电子标牌、穿戴、电子标签等产品市占率全球第一。传感器解决方案事业医疗影

像业务出货量同比大幅增长； 智慧视窗业务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先进轨道交

通” 重点专项课题的磁悬浮视窗项目实现产品交付。

智慧物联（S）

智造服务事业群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智造服务TV整机中国区销量同比增长

超70%，65英寸以上大尺寸产品全球销量同比增长超50%； 电子标签销量同比增

长超70%。智慧系统创新事业群智慧银行解决方案在各银行旗舰店项目中得到广

泛推广应用，覆盖网点超过120个。数字艺术销量同比增长超75%；画屏与Funbook

产品平均月活率分别超70%和80%，用户粘性取得大幅提升。

智慧医工（H）

移动健康首款生物芯片自研产品量产出货；智慧急救、智慧康养社区、智慧

公卫体检、呼吸慢病管理等四类解决方案签约落地；移动健康App新增会员及月

活人数大幅提升，平均月活近10万。健康服务明德医院持续提升特色医疗服务水

平，产康住院床日同比增长超75%；合肥京东方医院门诊量再创新高；积极参与援

鄂及当地抗疫行动，专业服务能力与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专利全球布局能力持续提升，2020年上半年新增专利申请4876件， 其中

OLED、传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重要领域专利申请超2400件；新增专利授权超

3100件，其中海外专利授权超1300件；累计自主专利申请超6万件，累计授权专利

超3万件。技术标准方面，主持制修订外部技术标准33项，物联网时间同步技术研

究成果作为封面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Magazine上发

表。 技术应用及创新取得新突破，TV� 65英寸 BD� Cell荣获SID� 2020年度DIA大

奖（中国企业首次获此奖项）；自主研发戴口罩人脸识别算法准确率、客流统计

识别准确率均位于行业前列；8K超高清整体解决方案自主掌握软件编解码技术，

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事件抽取在2020语言与智能技术竞赛中获得全球冠军；基于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康析大脑” 医疗报告单识别准确率达90%，自研3D人体外观

变形算法实现了人体动态可视化。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

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本集团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新设6家子公司，分别为合肥京东方星宇科技有限公司、京东方教育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东方承启（北京）商务科技有限公司、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青岛京东方智慧系统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京东方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对

合肥京东方星宇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3.40%，其余均为100%。

董事长（签字）：

陈炎顺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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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 �公告编号：2020-047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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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2020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以现

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12人，亲自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12人。副董事长潘金峰

先生及董事王晨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授权董事历彦涛先

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监事会共有监事9人，全部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也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出席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陈炎顺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逐项审议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

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如下：

1、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 并结合公司经

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以此进一步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提升

公司整体价值。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A股股份。

拟回购股份数量为不低于25,000万股，不超过35,0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约0.72%-1.01%，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

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回购方式和用途

公司本次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

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参照国内证券市场和同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并结合公司

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公司确定本次回购A股股份价格为不高于人民币7

元/股（即截至2020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的2.8倍），实际回购股份价格由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

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 并设立专项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股份回购所

需资金；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

月。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或回购股份的数量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

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授权，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依法予以实施。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回购A股价格不高于人民币7元/股的

条件下，假设按本次回购上限35,000万股股票进行测算，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

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本次拟回购

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31,811 0.01% 0 353,531,811 1.0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794,866,952 99.99% 350,000,000 34,444,866,952 98.98%

其中：

A

股

33,858,753,464 97.30% 350,000,000 33,508,753,464 96.29%

B

股

936,113,488 2.69% 0 936,113,488 2.69%

股份总数

34,798,398,763 100.00% 350,000,000 34,798,398,763 100.00%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回购A股价格不高于人民币7元/股的

条件下，假设按本次回购下限25,000万股股票进行测算，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

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本次拟回购

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31,811 0.01% 0 253,531,811 0.73%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794,866,952 99.99% 250,000,000 34,544,866,952 99.27%

其中：

A

股

33,858,753,464 97.30% 250,000,000 33,608,753,464 96.58%

B

股

936,113,488 2.69% 0 936,113,488 2.69%

股份总数

34,798,398,763 100.00% 250,000,000 34,798,398,763 100.00%

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后， 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仍

为10%以上，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及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的承诺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约为人民币3,507.34亿元，货币资金约为人

民币566.6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为人民币1,016.73亿元，公司资

产负债率57.18%，截至2020年6月30日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

币11.35亿元。

假设此次回购金额按照上限人民币20亿元，根据2020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

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0.57%、约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1.97%。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人民币20亿元的股份回购金

额上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

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未出现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

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公司

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如果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未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则就该等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届时

亦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债权人通知等程序。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

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依据有关规定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回

购方案；

（2）依据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3）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4）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

毕之日止。

有关规则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 公司亦将按照

相关要求履行审议程序。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决议有效期

本次回购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

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本议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购股份的方案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

（四）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关联董事（董事长陈炎顺先生、副董事长

刘晓东先生、董事孙芸女士、董事高文宝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有效表决

票数为8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审议《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

关联董事（董事长陈炎顺先生、副董事长刘晓东先生、董事孙芸女士、董事高

文宝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

关联董事（董事长陈炎顺先生、副董事长刘晓东先生、董事孙芸女士、董事高

文宝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股权激励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办理以下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

股、配股等事宜时，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数量及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行权价格/授予价格/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

4、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解除限售资格、行权条件/解除限售

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董事会提名薪酬考核委员会

行使；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解除限售；

7、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解除限售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

算业务；

8、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

9、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行权/解除限售资格，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10、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力除外；

11、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决定、办理及处理上述与本激励计划有

关的一切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除外。

12、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关联董事（董事长陈炎顺先生、副董事长刘晓东先生、董事孙芸女士、董事高

文宝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8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2、《关于审议〈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的议案》；

3、《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尚需北京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

间，公司董事会将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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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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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于2020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以现场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9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出席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下转B27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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