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552� � � �公司简称：凯盛科技

第三季度

报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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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夏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建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697,455,502.45 6,915,690,646.69 1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91,788,622.91 2,490,211,844.63 0.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65,286.35 46,202,900.91 11.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628,196,789.41 3,075,549,633.43 1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965,178.58 76,550,455.28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5,927,815.68 33,905,683.09 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3.14 减少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1 0.1002 1.89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1 0.1002 1.89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369,535.74 60,750,621.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1,617.54 2,225,784.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55,920.62 -11,385,403.15

所得税影响额 -1,679,355.49 -9,553,640.00

合计 7,575,877.17 42,037,362.9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0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66,755,932 21.8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3,510,646 4.39 0 无 0 国有法人

欧木兰 13,273,433 1.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万国鹏 9,820,800 1.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653,725 1.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寿稚岗 7,100,000 0.9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志 7,045,412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雷 6,584,236 0.8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禤新洲 6,129,235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晓晖 5,980,00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66,755,932 人民币普通股 166,755,932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3,510,646 人民币普通股 33,510,646

欧木兰 13,273,433 人民币普通股 13,273,433

万国鹏 9,820,800 人民币普通股 9,820,800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653,725 人民币普通股 7,653,725

寿稚岗 7,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0

王志 7,045,412 人民币普通股 7,045,412

陈雷 6,584,236 人民币普通股 6,584,236

禤新洲 6,129,235 人民币普通股 6,129,235

王晓晖 5,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8,904.60 1.29 -100.00 本期理财产品全部赎回所致。

应收票据 9,468.09 1.23 4,868.36 0.70 94.48 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9,513.48 3.83 21,716.43 3.14 35.90 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7,334.28 4.85 20,729.61 3.00 80.10 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689.81 0.87 2,441.10 0.35 174.05 本期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274.03 1.33 18,898.98 2.73 -45.64 本期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44,885.55 5.83 33,718.05 4.88 33.12 本期新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605.99 0.34 - - 100.00 本期新产品研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55.24 0.18 6,222.74 0.90 -78.22 本期预付设备工程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 - 3,116.05 0.45 -100.00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调整报表相关项目所

致。

合同负债 14,794.31 1.92 - - 100.00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调整报表相关项目所

致。

其他应付款 5,512.20 0.72 1,853.25 0.27 197.43 本期应付股利及往来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6,508.27 0.85 13,439.58 1.94 -51.57 本期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130,532.85 16.96 88,872.85 12.85 46.88 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0,536.93 18.26 99,307.65 14.36 41.52 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累

计数

2019年1-9月累

计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8,616.79 6,259.68 37.66 本期公司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0,959.39 5,923.17 85.03 本期汇兑损失及带息负债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2.65 - 100.00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报表相关项目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68.20 - 100.00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报表相关项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1,023.43 -100.00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报表相关项目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48 -3.86 223.5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8.56 285.69 43.01 本期收到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6.21 255.00 -50.51 本期其他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82.69 1,548.26 73.27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收益 3,676.89 1,999.85 83.86 本期控股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累计金额 上期累计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808.01 19,765.68 -45.32 本期支付税金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41.68 101.63 137.82 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

所支付的现金

23,611.49 16,838.36 40.22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4,588.02 65,565.00 -31.99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4,470.04 -23,185.48 -37.59

本期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

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400.00 100.00 300.00 本期收到少数股东投资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9,276.85 141,586.92 40.75 本期偿还到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872.49 6,970.47 99.02 本期支付股利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3,149.35 148,557.39 43.48 本期偿还债务及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6,208.25 33,907.09 -52.20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776.97 15,230.90 -55.51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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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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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宁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2020-028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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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29日，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坏账的议案》。本次坏账核销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坏账核销的概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无法收回的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创仕）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 9,024,423.5元进行清理，并予以核

销。

公司与惠州创仕发生多笔业务往来，累计形成应收账款9,334,455.63元，经多次催讨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惠

州创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今年5月公司收到破产管理人关于《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财产分配方案》，

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公司债权受偿分配数额为310,032.13元，目前该笔款项已收到。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对该笔

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

鉴于惠州创仕已经破产清算完毕，根据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的处理规定可以确认为坏账。因此拟将该笔应

收账款的剩余部分即9,024,423.5元予以核销。

二、本次核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在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基于

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

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实际情况核销应收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允地反映了

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核销应收款项。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坏账核销，是为了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本次核销坏账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坏账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核销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本次核销应收款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坏账，可更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

影响；本次坏账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2020-029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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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洛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显示” ）、凯盛信息显示材料（黄山）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显示” ）、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池州显示” ）、安徽方兴光电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兴光电” ）、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显” ）、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蚌埠国显” ）、安徽中创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中创”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洛阳显示13,000万元，黄山显示10,000万元，池州

显示10,000万元,方兴光电7,000万元，深圳国显/蚌埠国显48,758.47万元，安徽中创10,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洛阳显示5,000万元， 黄山显示2,000万元， 池州显示9,900万元, 方兴光电11,400.93万元， 深圳国显/蚌埠国显73,

742.39万元,安徽中创6,2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以前年度有为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有92,674万元至2021年1月到期，现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下属子公

司项目建设需要、资金需求计划，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续担保72,674万元，鉴于深圳国显（含其全资子公司蚌埠国显）

近期业务量增长较大，拟在续担保的基础上再为其新增担保26,084.4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计划担保金额 持股比例 备 注

洛阳显示（续） 13,000万元 100％ 全额担保

黄山显示（续） 10,000万元 100％ 全额担保

池州显示（续） 10,000万元 100％ 全额担保

方兴光电（续） 7,000万元 71.18％ 全额担保（小股东提供反担保）

深圳国显/蚌埠国显（续） 22,674万元 75.58％ 按控股比例担保

深圳国显/蚌埠国显（新增） 26,084.47万元 75.58％ 按控股比例担保

安徽中创（续） 10,000万元 62.57％ 全额担保（小股东提供反担保）

以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续担保自2021年1月8日至2024年1月7日，为深圳国显/蚌埠国显新增担保自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计算，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使用，各全资子公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上述各子公司依据资金需

求向银行提出申请，并与本公司协商后办理担保手续。

2020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全体7名董事以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少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地址：洛阳市伊滨区兰台路39号

经营范围：ITO导电膜玻璃、手机盖板、触摸屏的研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洛阳显示公司总资产为 13,524万元，负债总额为8,31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4,005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5,316万元），净资产为5,20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1.49%。2019年1�至12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864

万元，实现净利润11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3,182万元， 负债总额7,96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5,00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5,970万元），净资产总额5,213万元，资产负债率60.46%，营业收入2,903万元，净利润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被担保人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洛阳）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凯盛信息显示材料（黄山）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少波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地址：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经济开发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孵化器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ITO导电膜玻璃、真空镀膜玻璃及相关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截止2019�年12月31�日，黄山显示公司总资产为6,637万元，负债总额为3,38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2,00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389万元），净资产为3,24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1.06%。2019年1�至12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286

万元，实现净利润2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7,082万元， 负债总额3,82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为3,825万元），净资产总额3,257万元，资产负债率54.01%，营业收入3,424万元，净利润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凯盛信息显示材料（黄山）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池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少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地址：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 ITO导电膜玻璃、手机盖板、触摸屏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池州显示公司总资产为27,996万元，负债总额为23,17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14,24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3,380万元），净资产为4,82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2.78%。2019年1�至12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

140万元，实现净利润14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23,617万元， 负债总额18,74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12,90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9,827万元），净资产总额4,877万元，资产负债率79.35%，营业收入11,347万元，净利润5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被担保人凯盛信息显示材料（池州）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安徽方兴光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少波

注册资本：5619.72万元

住 所：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黄山大道北侧

经营范围：柔性薄膜及电容式、电阻式触摸屏、触控显示模组、移动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屏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研究、

生产、销售；智能多媒体互动教学显示系统、商业与公共政务信息系统、5G智能终端整机、防护面罩、气雾杀菌品、清菌

仪以及红外感应监控产品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等。

系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71.18％的股份，蚌埠益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7.79％的股份。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方兴光电公司总资产为 34,055万元，负债总额为26,45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6,0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3,578万元）， 净资产为7,598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77.69%。2019年1�至12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0,316万元，实现净利润 1,213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37,799万元， 负债总额 27,94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11,401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25,090万元），净资产总额9,851万元，资产负债率 73.94� %，营业收入 21,174万元，净利润 252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5、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木兰

注册资本：9000万元

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同富路9号厂房C、D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配件、光电产品及配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软硬件的设计开发、信息咨询、系统集成

等。

被担保人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系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75.58％的股份，欧木兰等5位自然人持

有其22.38％的股份，新余市昌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2.04％的股份。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深圳国显公司总资产为 279,964万元，负债总额为216,74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35,

35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15,797万元），净资产为63,22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42%。2019年1�至12月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320,219万元，实现净利润9,166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342,567万元， 负债总额269,40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55,202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253,060万元），净资产总额73,158万元，资产负债率78.64%，营业收入272,931万元，净利润9,937万元。 （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6、安徽中创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和

注册资本：5594.06万元

住 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开源大道28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的销售（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易燃易爆品）建筑材料及抛光粉的销售、机电产品的销售，自营相关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废旧物资回收

销售。

系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62.57％的股份，蚌埠中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32.12％的股份。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安徽中创总资产为 36,953万元，负债总额为26,44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8,733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2,175万元），净资产为10,50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1.57%。2019年1�至12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7,188

万元，实现净利润 4,113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 45,155万元， 负债总额31，50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7,542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27,583万元），净资产总额 13,653万元，资产负债率 69.76%，营业收入 29,751万元，净利润 3,146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各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续担保自2021年1月8日至2024年1月7日，为深圳国显/蚌埠国显

新增担保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担保额度在担保期限内可滚动使用，各全资子公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后，各子公司依据资金需求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并与本公司协商后，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公司下属子

公司的担保，将主要用于满足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项目建设需求，担保有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被担

保方为公司核心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目的是提高子公司的融资能力，保障子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需

求，风险是可控的。之前为各子公司所提供的银行贷款担保，均能及时还贷解除担保，不存在逾期贷款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为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为其提供担

保。

我们同意根据《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将《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

保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2020年9月底，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为114,995.66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全部为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18％。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52� � � �证券简称：凯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0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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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1月1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1月1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1月16日

至2020年1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核销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坏账的议案 √

2 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

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

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52 凯盛科技 2020/1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会议登记手续：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身份证(可为复印件)；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法人印

章)、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按上述要求用信函、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烦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字样)。

2、 登记时间：2020年11月13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

3、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六、 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0552)4968015

传真：(0552)4077780

联系人：王伟 林珊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核销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坏账的议案

2 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20年11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2020-027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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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上午9：30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宁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公司监

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超过半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有关议案，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作如下

调整：

名称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 夏宁、倪植森、束安俊、安广实、张林 夏宁

审计委员会 安广实、夏宁、束安俊、张林 安广实

提名委员会 张林、夏宁、安广实、束安俊 张林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束安俊、安广实、张林 束安俊

以上委员任期均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三、关于核销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坏账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拟对无法收回的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9,024,423.5元进行

清理，并予以核销。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以前年度有为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有92674万元至2021年1月到期，现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下属子公

司项目建设需要、资金需求计划，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续担保72674万元，鉴于深圳国显（含其全资子公司蚌埠国显）

近期业务量增长较大，拟在续担保的基础上再为其新增担保26084.47万元。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11月16日下午14：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2020-031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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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00在蚌埠市黄

山大道800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勇先生主持。参加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3）在监事会提出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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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3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二、关于核销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坏账的议案

公司拟对无法收回的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已破产）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9,024,423.5元进行清理，并予以核

销。

与会监事经审议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坏账，可更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核销不会

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本次坏账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坏账

核销事项。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3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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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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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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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姜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孔祥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姜海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885,165,073.71 11,073,582,054.57 2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729,127,556.28 6,342,421,257.25 6.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2,973,375.53 719,192,019.69 -25.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61,750,102.20 4,586,748,332.82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8,403,061.14 345,348,858.80 -3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28,221,501.01 327,270,689.21 -3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7 5.59 减少1.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2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2 -40.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21,385.57 -874,238.87 出售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40,981.63 10,424,672.42 各类政府拨款、奖励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073,971.80 12,207,690.44

本公司于2020年前三季度购买理财

产品取得的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

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

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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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3,260,265.44 -8,382,932.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884.08 -177,430.46

所得税影响额 -1,810,301.86 -3,016,200.45

合计 5,973,116.48 10,181,560.1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0,7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滨州水木有恒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579,869 10.79 0 质押 120,726,200 其他

张忠正 129,729,600 8.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石秦岭 55,775,813 3.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42,274,528 2.7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0,366,872 2.61 0 无 0 国有法人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39,399,953 2.5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26,249,990 1.7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德敏 26,141,232 1.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黎明 25,927,200 1.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建全 25,909,441 1.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滨州水木有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579,869 人民币普通股 166,579,869

张忠正 129,7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729,600

石秦岭 55,775,813 人民币普通股 55,775,813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2,274,528 人民币普通股 42,274,5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366,872 人民币普通股 40,366,872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9,399,953 人民币普通股 39,399,953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26,249,990 人民币普通股 26,249,990

李德敏 26,141,232 人民币普通股 26,141,232

王黎明 25,92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27,200

金建全 25,909,441 人民币普通股 25,909,4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忠正、石秦岭、李德敏、王黎明、金建全、滨州水木有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均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1、货币资金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45.32%，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导

致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283.00%， 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3、应收账款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34.58%，主要原因是应收的助剂等货款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778.43%，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滨华新材料预付工

程款等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62.16%，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滨华新材料项目支出增

加所致。

6、短期借款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58.59%，主要原因是公司短期借款和票据融资增加

所致。

7、预收款项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减少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报表

项目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8、合同负债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47亿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将预

收款项重分类至本科目所致。

9、应交税费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24.54%， 主要原因是公司期末实现的增值税和所

得税增加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减少34.63%，主要原因是重分类至本科目的长期借款减

少所致。

11、应付债券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9.45亿元，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所致。

12、长期应付款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减少49.73%，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黄河三角洲热力本期偿

还融资租赁回租业务租金所致。

13、递延收益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40.45%，主要原因是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孙公司

溴化工科技收到90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补偿资金所致。

14、其他权益工具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4.71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权

益部分在此项列示所致。

15、库存股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95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回购滨化股份3940万股

所致。

16、专项储备

2020年9月30日比2019年12月31日增加132.29%， 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尚未使用的安全费

用增加所致。

17、其他收益

2020年1-9月比上年同期增加123.74%，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公司收到一次性用工补贴所

致。

18、投资收益

2020年1-9月比上年同期减少76.70%， 主要原因是权益法核算的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19、营业外收入

2020年1-9月比上年同期减少80.8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将已计提未上交的1,360.38万

元价格调节基金转回至营业外收入所致。

20、营业利润

2020年1-9月比上年同期减少30.41%， 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烧碱、 氯丙

烯、环氧氯丙烷等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所致。

21、所得税费用

2020年1-9月比上年同期减少39.4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利润下降相应计提所得税

费用减少。

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年1-9月比上年同期增加28.05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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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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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森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1678� � �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9

转债代码：113034� � � �转债简称：滨化转债

转股代码：191034� � � �转股简称：滨化转股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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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2020年10月29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

会议的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其中独立董事陈吕军、厉辉、张春洁、杨涛以通讯

方式出席）。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朱德

权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组织机构调整设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对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组织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