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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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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福昕软件” ）于2020年10月19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

分公司（分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分公司的各

项工作。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一、 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成都分公司

1、拟设分支机构名称：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营业场所：成都市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翻译服务；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承接

计算机网络工程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脑图文设计及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5、分支机构负责人：翟浦江

上述设立情况以当地市场监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二）拟设立深圳分公司

1、拟设分支机构名称：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营业场所：深圳市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翻译服务；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承接

计算机网络工程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脑图文设计及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5、分支机构负责人：翟浦江

上述设立情况以当地市场监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二、设立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

定，凡在公司住所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当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公司

基于整体发展规划的考虑，拟在成都、深圳两地设立分公司。本次设立分支机构，有助于为公司

广纳各地优秀研发人才，促进公司PDF相关技术的研发，顺利开展公司募投项目，提升公司的

竞争力，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此次设立分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照规

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该事项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

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分公司设立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法律、法规的规

定具体办理分公司设立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委派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签署和申报与本

次设立分公司有关的工商和法律文件以及办理分公司设立登记及其他有关法律手续等。

四、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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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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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福昕软件” ）于2020年10月9日召

开了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6,100,000.00� 元变更为48,140,

000.00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且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9月18日、2020年10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的《关于变更

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修订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1）、《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20年10月19日取得了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31862878C

注册资本：肆仟捌佰壹拾肆万圆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1年09月29日

法定代表人：熊雨前

营业期限：2001年09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承办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翻译服务；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承接计

算机网络工程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脑图文设计及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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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志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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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1,072,846.43 21,985,744,164.24 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788,491,804.42 9,751,949,960.81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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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6,187,603.10 103.68% 14,020,239,414.85 5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6,989,254.60 71.27% 1,111,883,312.83 6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4,390,607.05 60.77% 1,041,305,592.25 9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48,361,232.75 -75.25% -1,733,600,090.89 15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98 69.97% 0.2456 65.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98 69.97% 0.2456 65.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1.66% 10.85%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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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2,7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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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93,697.6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6,722,335.8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640,769.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2,875.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01,730.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31,764.86

合计 70,577,72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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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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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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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收入退税款 194,042,472.26

根据财税发〔2000〕25号及深国税发〔2000〕577号文件，本公司享受销售

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

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公司收到的软件收入退税款与主营业

务密切相关、金额可确定，且能够持续取得，体现公司正常的经营业绩和盈

利能力，因此属于经常性损益。

信托和理财收益 1,104,941.94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 公司购买理财产

品的资金来源是由于公司使用信用证/�TT�代付/进口协议付款等方式支

付货款，使得公司本应立即支付给境外供应商的货款，在信用证/�TT�代付

/进口协议付款等到期前暂时闲置，公司则使用该部分暂时闲置的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即“境内信用证/�TT�代付/进口协议付款+公司境内理财”

组合业务）。所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与公司的境外进口采购业务密

切相关。（2）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不具有特殊性和偶发性：公司从2011�年开

始同各商业银行合作，开展上述组合业务，每月根据公司的采购量进行理

财规划，而且以后年度也会一直开展这套组合业务，具有高度的连续性。

（3）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体现了公司正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公司开展

以上组合业务取得的收益是建立在进出口业务的基础上，且收益金额能够

体现公司正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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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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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50% 2,467,187,727 0 质押 417,760,000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6% 319,445,000 0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46,711,53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1% 41,054,245 0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0.90% 40,747,04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7% 39,353,342 0

北京国美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37,742,376 0 质押 37,742,376

卢芳满 境内自然人 0.43% 19,350,000 0

陆燕荣 境内自然人 0.42% 19,002,650 0

全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1% 18,687,740

14,015,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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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67,187,727 人民币普通股

2,467,187,

727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319,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445,000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711,537 人民币普通股 46,711,53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054,245 人民币普通股 41,054,245

王立群 40,747,045 人民币普通股 40,747,0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353,342 人民币普通股 39,353,342

北京国美咨询有限公司 37,742,376 人民币普通股 37,742,376

卢芳满 19,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50,000

陆燕荣 19,002,65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2,650

周文祥 16,540,101 人民币普通股 16,540,1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全劲松为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根据其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的说明》，除顾伟和新疆兆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外，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劲松

相互之间非一致行动人。2、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姚向荣与陆燕荣为夫妻关系。本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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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30日，前10名股东中卢芳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9,350,000股、

周文祥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股数量为16,540,00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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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期初金额减少211,811.81万元，减少幅度52.3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经营

活动支出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较期初金额增加128,839.76万元，增加幅度725.7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

入增加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金额减少8,140.63万元，减少幅度50.4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以

背书或贴现目的持有的票据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金额减少4,357.38万元，减少幅度31.42%，主要原因系收回退税款所

致；

5.存货较期初金额增加72,420.62万元，增加幅度33.9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原材料增

加所致；

6.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74,796.98万元，增加幅度36.56%，主要原因系需安装的机器设备

验收所致；

7.无形资产较期初金额增加13,421.05万元，增加幅度36.76%，主要原因系影视播放权增

加所致；

8.开发支出较期初金额增加5,922.65万元，增加幅度60.7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LED产

品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9.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金额增加4,853.52万元，增加幅度136.3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存货和应收款项增加，对应减值增加所致；

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金额增加30,904.87万元，增加幅度200.74%，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预付固定资产款增加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金额增加7,278.51万元，增加幅度31.0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致；

12.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金额增加29,375.86万元，增加幅度1391.2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13.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498,812.71万元，增加幅度55.2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

售订单增加所致；

14.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414,892.51万元，增加幅度52.8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

售收入增加所致；

15.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1,766.05万元，增加幅度50.7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销售收入增加，增值税税费增加所致；

16.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0,948.80万元，增加幅度66.7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研发

投入增加所致；

17.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25,070.02万元，增加幅度204.4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利

息收入减少所致；

18.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6,683.04万元，增加幅度35.08%，主要原因系增值税即征即

退及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9.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2,906.26万元，减少幅度71.0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信托

理财减少所致；

2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991.33万元，增加幅度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减少远期锁汇所致；

21.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1,518.41万元，增加幅度201.2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存货增加所致；

22.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8,885.25万元，减少幅度92.97%，主要原因系今年同期和

解款减少所致；

23.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79.79万元，增加幅度38.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

售收入增长，利润增加所致；

2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05,452.97万元，减少幅度155.29%，主

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购买原材料所致；

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330,456.18万元，减少幅度236.40%，主

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购买设备款增加所致；

2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35,037.02万元，增加幅度184.77%,主

要原因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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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9日，公司接到持股9.8937%的股东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股

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计划在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21,5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4.8930%。 截至

2020年10月2日，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减持期限届满，已减持公司股份合计128,437,

737股，占公司股份比例2.8372%，根据公司2020年10月9日收到的东方明珠出具的《股份减持

计划的告知函》，其将在2020年10月10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3,0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0557%。

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

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公司拟

将控股子公司兆驰光元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并仍将维持对兆驰光元的控制权。详情请

见公司2020年4月18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分拆所属子

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等系列公告。

2020年6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昌市青山湖区

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 控股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兆驰光元” ）与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在现有的LED封装项目基础

上，计划新增2000条LED封装生产线及相应制程设备（最终以项目实际投入LED封装生产线

的数量为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LED封装规模优势，带动当地LED产业发展。

2020年9月1日，公司接到董事康健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计划以大宗交

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8,175,885股本公司股份，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自本次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减持。窗口期不减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东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减

持计划

2020年03月10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8）

2020年07月11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7）

2020年07月23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2）

2020年10月10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继续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

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2020年04月18日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

签订LED封装生产线投资协议 2020年06月30日 《关于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董事康健先生减持计划 2020年09月02日

《关于董事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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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9月，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974.77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

费为11.41万元。 截至2020年09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1.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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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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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7,000 0 0

合计 77,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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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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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7月02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信达澳银投资者代表

公司经营情况

介绍及答复投

资者提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7月07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兴全基金：叶峰、陈泓志、

涂围，安信电子：贾顺鹤，

花旗证券：Arthur�Lai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7月10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中庚基金：张传杰；兴证

电子：仇文妍；风和基金：

施淇淇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7月15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华商基金：常宁；拾贝投

资：陈俊；中庚基金：陈

涛；东吴基金：江耀堃；平

安养老保险：蓝逸翔；国

投瑞银基金：刘宏；银华

基金：刘一隆；华夏东方：

徐梦彤；太平资管：严祺

星、张浩立；上投摩根基

金：翟旭；招商财富资管：

周实；汇融丰资管：侯文

楚等32位投资者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7月22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人保资管：蔡春根，南方

基金：曹帆，华商基金：常

宁，兴证全球基金：陈泓

志、廖宇乐，浙商基金：陈

鹏辉，鹏华基：程卿云，华

富基金：戴弘毅，华夏资

本：丁鑫，上投摩根基金：

冯自力，易方达基金：韩

阅川，嘉实基金：胡涛，等

208位投资者。

公司发展历

程、经营情况

介绍及答复投

资者提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7月24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东方资管：周杨、虞圳劬

公司主营业务

介绍及答复投

资者提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8月26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安信资管：郑佳文，国海

证券资管：夏添,�国泰君

安证券:�方定成，平安银

行：刘飞，天泓基金：李

杰，西南投资：刘昭伟，中

金公司：卢师伟，中金基

金：李林，中邮基金：周

楠，等41位投资者。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年08月26

日

媒体采访 其他 其他 证券时报：吉菲菲

就经营业绩、

核心竞争力、

疫情应对以及

LED全产业链

等问题进行采

访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6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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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二〇

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上午10:00在深圳市

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

会议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议案》；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2020年10月20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编号为：2020-078）同时刊

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7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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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二〇

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以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下午14:00在深圳市龙岗

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3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莎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2020年10月20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编号为：2020-078）同时刊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0-07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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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

16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

会应出席董事10人，参与表决董事10名。会议内容同时通知了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郭敬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郭敬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

以上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理由：不适用。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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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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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9日（星

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0楼4008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孙树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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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57人，代表股份3,724,964,01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8771%。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2人，代表股份3,341,314,

869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4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0人， 代表股份146,

673,0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6%）；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

表股份383,649,143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40%。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

合法性和完备性，会议议案获得了通过。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表决情况：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获得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1

关于选举第十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A股 3,340,807,679 99.9848% 507,190 0.0152% 0 0.0000%

是H股 378,457,878 98.6469% 5,191,265 1.3531% 0 0.0000%

合计 3,719,265,557 99.8470% 5,698,455 0.1530% 0 0.0000%

说明：1.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非执行董事郭敬谊先生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职。 公司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三、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说明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1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63,938,508 99.6916% 507,190 0.3084%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苏敦渊、王浩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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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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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购注销原因：因30名激励对象2019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不符合当期100%解除限

售条件，以及5名激励对象因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对该35人所持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53,400股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53,400股 253,400股 2020年10月22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0年8月11日，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30名激励对象2019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不符

合当期100%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以及5名激励对象因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不再符合激励

条件， 公司决定对该35人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53,400股进行回购注

销。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下简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玲珑轮胎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4）。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玲珑轮胎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的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 公司债权人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

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上述申报期

限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公司合计回购注销253,400股限制性股票：

①30名激励对象2019年个人层面绩效未达到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的条

件，依据公司激励计划第九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规定，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2019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83,400股限制性股票。

②经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5名激

励对象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定行为，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

利义务” 的规定：“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可以回

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5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170,000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35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53,4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立了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B882400190），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3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253,4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10月22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807,000 -253,400 12,553,6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97,160,812 0 1,297,160,812

股份合计 1,309,967,812 -253,400 1,309,714,412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

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 回购原

因、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就本次回购注销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注

销登记手续等事宜，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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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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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权质押情况：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弘康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康” ）将其持有的36,000,000股股票质押给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 本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8.90%，占公司总股本的1.92%。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及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906,214,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6%。本次股东股权质押办理完成后，

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481,061,170股， 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为53.08%，占公司总股本的25.67%。

2020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股东上海弘康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票已办理股

权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权质押相关情况

上海弘康于2020年10月16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2%）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民生银行，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进行融资贷款， 质押期限为一

年。 上述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0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2020年10月16日。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

资金用途

上海弘康 否 36,000,000 否 否 2020/10/16 2021/10/15 民生银行 8.90% 1.92%

补充流 动

资金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权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上海弘康、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 ）、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刘树林和刘

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906,214,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6%。本次股东股权质押办理完成

后，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481,061,17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质押比例为53.08%。

截至本公告日，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楚昌投

资

225,613,

898

12.04%

101,781,

170

101,781,

170

45.11% 5.43%

101,781,

170

0 0 0

上海弘

康

404,441,

118

21.58%

235,910,

000

271,910,

000

67.23% 14.51% 0 0 0 0

中山广

银

124,624,

583

6.65%

107,370,

000

107,370,

000

86.15% 5.73% 0 0 0 0

北京点

金

102,763,

876

5.48% 0 0 0 0 0 0 0 0

刘树林 26,317,200 1.40% 0 0 0 0 0 0 0 0

刘兆年 22,454,200 1.2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06,214,

875

48.36%

445,061,

170

481,061,

170

53.08% 25.67%

101,781,

170

0 0 0

控股股东楚昌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质押比例为45.11%， 尚未超

过50%。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的股份占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质押比例为53.08%，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67%。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

来源包括发行公司债、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且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无可能引发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等不产生影

响。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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