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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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苗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一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赏国良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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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42,420,688,746.59

32,359,117,092.20

29,634,106,232.97

24,545,721,818.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

31.09%
20.73%

0.03%

11,769,278,408.57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43,350,097.29

1.48%

2,445,846,879.63

2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92,004,867.07

-12.53%

2,209,068,285.35

5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01,260,782.17

352.59%

1,901,249,607.00

116.15%

0.12

0.00%

0.3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0%

0.34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0.63%

9.21%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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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94,3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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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39,988.6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908,1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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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3,5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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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30,964.6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0,056,056.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810,933.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83,486.51

合计

236,778,59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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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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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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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170,440
股股东总数（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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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品
证券代码
种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浙江华 通控股 境内非 国有法
集团有限公司 人

9.70%

723,104,954

0

上海曜 瞿如网
境内非国有法
络科技合伙 企
人
业（有限合伙）

6.38%

475,813,861

475,813,861

邵恒

6.22%

境内自然人

王佶

境内自然人

463,602,272

463,595,157
393,305,790

528,504,000

冻结

7,832,900

质押

27,950,885
240,350,145

冻结

13,054,830

372,627,848

深圳华 侨城资
本 投 资 管 理 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2.74%

204,053,215

204,053,215

绍兴上 虞吉运
盛商务信息咨 境内非 国有法
询合伙企业（有 人
限合伙）

2.63%

196,057,127

148,539,578 质押

2.59%

绍兴市 上虞鼎
境内非国有法
通投资合伙 企
人
业（有限合伙）

2.45%

182,314,541

182,314,541 质押

绍兴市 上虞趣
境内非国有法
点投资合伙 企
人
业（有限合伙）

2.45%

182,314,541

182,314,541

196,057,126

股东名称

182,314,541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23,104,954 人民币普通股

723,104,954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372,627,848 人民币普通股

372,627,848

上海道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92,867,807 人民币普通股

192,867,807

永丰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14,760,184 人民币普通股

114,760,184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7,434,120 人民币普通股

97,434,120

上海华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4,993,330 人民币普通股

94,993,33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615,081 人民币普通股

86,615,081

汤奇青

77,574,331 人民币普通股

77,574,331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62,424,498 人民币普通股

62,424,498

上海馨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833,370 人民币普通股

61,833,370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王苗通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浙江华通控股集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有限公司及王苗通设立的合伙企业；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
说明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王苗通设立的合伙企业； 王佶先生为绍兴上虞吉运盛
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除上述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78,104,954 股， 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5,000,000股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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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期末余额

变动幅
度

年初余额

货币资金

4,134,728,439.72

其他应收款

1,719,519,886.73
569,599,156.99

3,016,245,
957.68

原因

37.08% 主要系经营与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446,983,454.52 284.69%
410,079,902.36

主要系增加应收投资意向金及应收股权注资
款所致

38.9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2,781,800,819.10

672,658,330.69 313.55% 主要系新增权益性股权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48,741,216.43

817,480,996.1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302,586,259.14
527,477,347.33

321,705,163.11
15,320,218,
722.20

655,286,103.98

-

318,000,000.00

187,500,000.00

3,436,083,598.05

2,575,305,
744.36

25,222.02

64.99% 主要系新增投资及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3,652,324,
-36.96% 主要系基金投资转为联营投资所致
387.27

20,647,591,257.17

其他流动负债

中手游

128,288,000.00

成本法
计量

120,568,273.59

厦门点触

境内外
QFIN
股票

360 Finance, Inc.

-

1,000,000,
000.00

未分配利润

7,147,953,873.46

5,167,711,
606.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数

去年同期数

财务费用

307,163,381.43

112,750,061.88

其他收益

133,240,906.78

73,810,398.34

投资收益

261,653,677.87

26,716,368.04

所得税费用

34.77% 主要系新增并购IDC子公司所致
-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69.60% 主要系新增借款所致
33.42%

主要系长期借款剩余还款期小于1年重分类所
致

-100. 主要系长期借款剩余还款期小于1年重分类所
00% 致
38.32% 主要系本期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388,317,201.89

229,766,258.50

变动幅度

原因

172.43% 主要系增加长期借款产生利息费用所致
80.52% 主要系政府补助及增值税进项加计抵减
879.38% 主要系处置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69.01%

主要系利润增加及部分公司可抵扣亏损未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幅
度

879,586,188.37

116.15% 主要系营业收入回款增加所致

-7,799,034,544.13

-2,279,720,
287.80

242.10% 主要系本期新增投资并购所致

6,942,211,554.99

-1,353,304,
319.32

-612.
主要系定向增发新增股本所致
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1,249,60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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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57,784,505.74

24,745,893.36 其他

自有资
金

其他权
自有资
8,051,000.00 益工具
金
投资

公允价
值计量

2,500,000.00

5,551,000.00

274,528,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67,045,712.58

32,241,610.57

其他权
自有资
199,287,323.15 益工具
金
投资

境内外
KQ293490 Kakao Games Corp
股票

123,337,003.94

公允价
值计量

111,910,011.00

320,556,452.97

其他权
自有资
432,466,463.96 益工具
金
投资

合计

785,003,859.06 --

734,941,913.81

0.00

368,751,958.63

750,000.00

0.00

96,429,714.43

-57,034,505.74 1,007,871,492.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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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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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委托理财发生额

合计

178,599.25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76,022.57

0

8,190.83

0

0

186,790.08

76,0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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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法定代表人签字：
王苗通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2020年10月20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越爱路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非独立
董事邵恒、王佶、赵骐及独立董事陈卫东、梁飞媛、王迁通过通讯表决方式与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苗通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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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和《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6）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7） 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整合公司游戏业务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跃网路” )及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无锡七酷” ）已完成整合，鉴于全资子公司点点互动及上海天游软件有限公司在国内外游
戏板块与盛跃网路在游戏IP、研发、商务、发行及职能管理等环节有着较多的协同，公司拟进一步扩大游戏
板块已整合范围，对点点互动及上海天游软件有限公司在研发资源、人力资源，IP资源，商务资源，发行资源
等进行多方面的整合，以达到研运一体化。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公司拟定于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公司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0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0-108）。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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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日期

2020年03月26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世纪华通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盛趣股权投资管理 （上
海） 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
一一无锡世纪七道智慧云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慧
2020年06月16日
云实业” ）。 智慧云实业主要投资范围
为：数据中心、云计算、云存储等IDC产
业，具有快速成长潜力或创新特性的项
目。本次投资之主要目的系通过智慧云
实业对上海珑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
2020年07月30日
行投资。

2020年6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2020年06月16日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拟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
民币 570,000.00 万 元 （含 570,000.00 万
元）。2020年7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可转债 2020年07月29日
发行规模、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方
式，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
过人民币770,000.00万元（含770,000.00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先生为 2020年06月18日
优化公司股东结构， 引入战略投资者，
改善自身的财务结构，降低股票质押率
与质押风险，拟在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公 2020年09月17日
司总股本的6%。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无锡世纪
七道智慧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无锡世纪七道智
慧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
资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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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104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0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
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
人，其中监事黄伟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浙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预计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且不影响
公司运营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
影响。据此，同意公司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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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无锡世纪七道智
慧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
资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20-084）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0-106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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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4）
巨潮资讯网一一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
比 例 超 过 1%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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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20-103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世纪华通” 或“
公司” ）出于优化股东结构引入战略投资
者的战略需求以及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腾讯” ）基于对世纪华通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及对世纪华通价值的认可，林芝腾讯对世纪华通进行股份增持，并于2020年7月27日成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也即成为上市公司关联方。该次股份增持前，林芝腾讯持有世纪华通354,712,513股A股股票，
占世纪华通总股本的4.76%，该次股份增持完成后，林芝腾讯持有世纪华通372,627,848股A股股票，占世纪华
通总股本的5.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且鉴于公司及子公司与股东林芝腾讯一致行动人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公司合并体系内的子公司（以下合称“
腾讯” ）在互联网游戏业务存在长期战
略合作，双方在游戏授权运营、游戏联合运营、平台推广服务、服务器租赁、支付服务等方面均签署了业务合
作协议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公司优化产业布局、实现收入增长。
在该次股份增持完成前，公司与腾讯所签署的相关历史业务协议尚在有效期内，其预计在2020年度发
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向腾讯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1）游戏授权/联合运营
公司子公司将多款移动游戏软件委托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代理授权运营。双方对游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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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105

产生的收益按合同约定比例分成。
（2）美术外包收入
公司子公司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及腾讯体系子公司提供游戏素材创作服务，并根据业务
协议收取服务费。
（3）IDC主机托管服务
公司子公司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提供IDC主机托管服务，并根据业务协议收取IDC数据
中心租金。鉴于数据中心仍在建设中，因此该交易本年预计无发生额，预计自2021年始发生交易。
（4）电视剧联合投资
公司子公司投资入股《庆余年》电视剧第一部的投资拍摄，并按照投资比例，从发行方新丽电视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处结算发行收入分成。
2、腾讯向公司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1）平台推广服务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为公司运营的游戏提供渠道平台，并提供网络和技术服务，以供公司
旗下子公司在开放平台上自主发布、运营、推广游戏产品，并依据合作收益收取一定比例的渠道费。
（2）游戏推广服务
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各自利用宣传推广资源，对公司开发制作
的游戏作品进行宣传推广，并根据游戏收益向公司收取推广费。
（3）IDC/CDN/云服务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由计算与网络、存储于CDN、云数据库、云安全等各种产
品和服务组成的系统服务，并根据业务协议约定向公司收取费用。
（4）支付服务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微信及微信公众平台为公司提供与玩家之间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并根
据业务协议约定向公司收取费用。
（5）短信通道合作市场费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通过共享国内全网短信通道为公司实现与其用户之间的沟通，并根据
业务协议约定向公司收取费用。
（6）游戏改编权授权
公司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获得古龙多部小说作品的相关著作权授权，以此改编制作游戏
作品，并根据业务协议约定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支付费用。鉴于游戏仍在研发中，因此该交易
本年预计无发生额。
（7）电视剧素材授权
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授权公司旗下企业基于系列电视剧 《庆余
年》的相关素材，开发和制作网络游戏作品，并由公司旗下企业于许可区域内独占性地出版、发行、宣传，推
广和运营该游戏。公司按业务协议约定支付授权费。目前游戏仍在研发中。
（二）关联交易追认情况
自林芝腾讯成为公司关联方之日起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子公司与腾讯在双方长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新增签署了部分业务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游戏授权/联合运营
公司子公司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天津游吉” ） 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于
2020年8月7日签署了《WeGame品台游戏产品发行及运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就PC端游戏产品《热血传奇怀
旧版》接入WeGame平台发行和运营进行了约定，预计该协议项下在2020年发生的渠道结算收入2,500万元，
渠道费1,250万元。
2、市场营销服务
公司子公司上海盛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晟信息” ）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年8月1日签署了 《买量代理商服务工作说明书》 及 《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市场营销服务采购框架协
议》，就盛晟信息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提供效果广告投放、优化及相关服务进行了约定，预计该协
议项下在2020年将发生1亿元结算交易额。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及金额
公司拟与腾讯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63.96% 主要系为IDC数据中心购买土地使用权所致

2、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96,429,714.43

600,000.00

557,985,451.60 -99.96%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

长期应付款

项目

其他权
自有资
343,233,887.81 益工具
金
投资

漏。

192,867,807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387,5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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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道 颖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中心（有限
人
合伙）

短期借款

交易性
自有资
86,923.92 金融资
金
产

境内外
HK0302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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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15,384.40

332,846,377.12

416,651,387

冻结
质押

5.00%

无形资产

71,539.52

公允价
值计量

数量

质押

林芝腾 讯科技 境内非 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存货

公允价
值计量

258,174,540.28

境内外
870702
股票

报告期损益

会计核 资金来
期末账面价值
算科目 源

76,314.84

第七大道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393,317,675

商誉

证券简称

境内外
HK0797
股票

0

5.28%

项目

本期公
会计计
允价值 计入权益的累计 本期购
本期出售金额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账面价值
量模式
变动损 公允价值变动 买金额
益

境内外
KQ112040 Wemade Co., Ltd
股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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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1,885.44

业绩承诺超额完成奖励

第三季度报告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8,080,087.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4,001,236,93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9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20年
10-12月预计发生
额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游戏分成收入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55,246.66

14,421.50

40,825.16

渠道结算收入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9,522.85

7,718.80

31,804.05

关联方向
公司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渠道费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5,919.32

3,484.40

12,434.92

短信通道合作 基于市场价格
市场费
协商确定

24.26

-

24.26

1,620.18

150.00

1,470.18

关联交易
类别

2020年预计总
金额

证券代码：002602

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美术外包收入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腾讯科技（深
圳）公司

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市场营销服务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10,000.00

10,000.00

-

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支付服务收入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20.63

5.50

15.13

关联方向
公司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手续费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0.21

0.05

0.16

新丽电视文
化投资有限
公司

共同投资

电视剧联合投
资投资收益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77

-

3.77

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

关联方向
公司销售
商品或提
供服务

IDC/CDN/云
服务费用

基于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2,024.34

540.55

1,483.8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注册资本：6,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35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
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广告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等级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票务
代理。，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国内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网络游戏出版运营；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服务；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
发行）、艺术品、演出剧（节）目、动漫产品、表演，从事网络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
务；制作、复制、发行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另申报），专题、专栏（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出版物零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深圳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兰芳
注册资本：1425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49号3层西部309
经营范围：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品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从事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
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
年11月28日）；人力资源服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专利代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医疗器械I类、II类、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商
标代理；著作权代理服务；移动电信、宽带网络的技术服务；代理记账。（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代理记账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腾讯
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三）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电子支付、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技术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
设计、技术开发、销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
广告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财付通支付科
技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腾讯科技（深圳）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腾讯科技(深圳)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注册资本：200万美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35层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计算机技术服务及信息服务；计算机
硬件的研发、批发；玩具设计开发；玩具的批发与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的批发与零售（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电子产品设计服务；游戏游艺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特许经营除
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许可经营项目是：三类医疗器械销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腾讯科技（深圳）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腾讯科技（深圳）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五）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武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1801号C区201室
经验范围：电影发行，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演出经纪，电脑图文设计、制作，
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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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腾讯影业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六）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华益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C5-004-B
经营范围：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影视文化投资（未经金融等行
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影视服装道
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制作、代理、发布：
户内外各类广告及影视广告；经营进出口业务；版权转让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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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新丽电视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七）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各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日常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策略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与关联方的游戏授权运营、游戏联合运营、市场推广营
销、平台推广服务、服务器租赁、支付服务等关联交易。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0-107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四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方辉先生为公司首席战略官，视同公司副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于同日收到公司副总裁陈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琦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
裁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琦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陈琦先生辞去该职务后将
继续担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点点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及DianDian Interactive Holding首席执
行官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琦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间接持有公司股东一一绍兴市上虞趣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12.58%股权，
陈琦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琦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方辉先生简历
方辉，男，198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9月至2013
年4月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3年5月至到2017年7月在腾讯科技公司战略投资部任投资总监；
2017年7月至2020年4月在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任首席战略官。
截至目前，方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方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公司高管及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方辉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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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0年1-9月实际发
生额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及
腾讯体系子
公司

财付通支付
科技有限公
司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按照业务需求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稳定经营。公司的重要游戏发行合作伙伴为腾讯平台，通过与国内领先的运营平台的稳定合作，公司
使其代理或自研的游戏产品依托发行平台资源全面对接付费用户，迅速获得大量的游戏市场份额；同时提
高了产品知名度，实现将游戏产品资源与游戏用户资源有机匹配，形成有效的发行运营桥梁功能。腾讯作为
主流游戏平台，具备庞大的潜在用户群体，有效保障了公司后续持续增长。通过与全球主流游戏平台的合
作，公司将具备世界范围内全网跨平台的能力。
该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
价为原则，是完全的市场行为，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
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完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上述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该等关联交易的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经营。
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密切相
关，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经营，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
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拟定于
2020年11月16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6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
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
9：15至11月16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10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 截止2020年11月10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
二、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将对上述提案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关联股东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72,627,848股股份将回避表决。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11月11日9:00一11:00、14:00一16:00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3、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
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大会参会登记
表》（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及信函应在2020年11月11日16：00前送达公司证券投资部。来信请注明
“
股东大会” 字样。
4、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章雅露
联系电话：0575-82148871
传真：0575-82208079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
邮编：312300
电子邮箱:948736182@qq.com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602
2、投票简称：华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
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11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9：15至2020年11月16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作如下表决（如委托人未作具体指
示，受托人可按自己意见投票表决）：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本单位（本人）对议案表决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及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受托日期：
备注：1、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2、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3：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姓名
自然人股东

身份证号码
名称

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出席方式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备注

□本人出席□授权代表出席

弃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