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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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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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
年11月19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11月20日上午以现场及结合通讯的
方式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313号公司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
实到董事7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由王来春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并通过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智能移动终端模组产品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 的实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
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山联滔”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
的实施，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0,0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进行增
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昆山联滔的注册资本将由122,000.00万元增加至232,
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并承
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
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
智能可穿戴设备配件类产品技改扩建项目” 的实施
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立讯科技” ），为顺利推
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昆山立
讯科技进行增资，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 昆山立讯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160,
000.00万元增加至220,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
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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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并承
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
施。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
智能可穿戴设备配件类产品技改扩建项目” 的实施
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立讯科技” ），为顺利推
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昆山立
讯科技进行增资，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 昆山立讯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160,
000.00万元增加至220,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
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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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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立讯精密” 或“公司” ）于2020年11月2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进行增
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
会的核决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7号）批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3,0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共计30,000,0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3,000,000,000.00元，
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与保荐费用人民币14,400,000.00元（含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
购资金人民币2,985,600,000.00元，另扣除法律服务费、审计及验资费用、信用评级费、信息披
露及其他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984,743,424.52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752号）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 元 ）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 元 ）

实施主体

1

智能移动终端模组 产品生 产线技 改扩 建
项目

110,000.00

110,000.00

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智能可穿戴设备配 件类产 品技改 扩建 项
目

60,000.00

60,000.00

3

年 产 400 万 件 智 能 可 穿 戴 设 备 新 建 项 目

60,000.00

60,000.00

立 讯 智 造 （浙 江 ）有 限 公
司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70,000.00

70,000.00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

2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艳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智能移动终端模组产品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 的实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
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山联滔”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
的实施，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0,0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进行增
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昆山联滔的注册资本将由122,000.00万元增加至232,
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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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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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
年11月20日在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313号公司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20年11月19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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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资金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需要，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上述项目所需的资金；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进行置换。
三、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情况
1、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
智能移动终端模组产品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 的

公告编号：2020-335

单位：万元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上海黾兢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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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 审 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 经 审 计 ）

资产总额

573,346.73

1,674,430.30

负债总额

562,258.34

1,554,838.87

长期借款

165,642.00

67,342.00

流动负债

396,616.34

1,487,496.87

净资产

11,088.39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19,591.43

2019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51.57亿元，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6.6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
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724.22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
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63.14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938.9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
外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净利润

2020 年 1-9 月
73,960.73

128,348.90

4,809.19

2,412.92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
字F2020D-0073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抵押地块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
（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1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黾兢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黾兢” ）接受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国际信托” ）
提供的5.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光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光悦房地产” ）及南京捷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捷
阳建设” ）100%股权提供质押，南京光悦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公司对上海黾兢该笔
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
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
额度为1,500.0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
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亿元，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
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黾兢贸易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0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陈浩；
（五）注册地点：上海市崇明区；
（六）主营业务：门窗、电梯、电线电缆、钢材、苗木、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电
设备的销售；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证券代码：600077

立 讯 电 子 科 技 （昆 山 ）有
限公司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3

南京
光悦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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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担保对象：杭州颂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共计8,250万元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颂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颂都投资” ）因资金安排需要，
与其参股子公司杭州信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辰置业” ），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HZXCJH-20201123003），借款金额8,250万元。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 ）为颂都投资提供信用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
8,250万元。
2020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担保
事项进行授权，授权担保范围包括公司及下属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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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上海黾兢接受云南国际信托提供的5.5亿元融资， 期限不超
过12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光悦房地产及南京捷阳建设100%股权提供质
押，南京光悦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公司对上海黾兢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保证范围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
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
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
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
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 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上海黾兢经营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光悦房地产及南京捷阳建设100%股权提供质押，南京光悦房地产以其名
下土地提供抵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上海黾兢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51.57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6.6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
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724.22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270.7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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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到总股本的5%
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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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11月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19-077号、 临2019-079号和临2019-081号公告）。 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7月23日实施完毕。鉴于实施了上述利润分配，公司相应调
整回购价格上限， 由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3.77元/股调整为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3.73元/股，并
于2020年7月24日披露了《宋都股份关于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0-080号公告）。2020年8月12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司）的担保，其中授权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60亿元，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第十六次会议审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的议案》，公司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7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95元/股， 并于2020年8月13日披露

担保额度（具体详见公司临2020-033、临2020-039及临2020-061号公告）。本次为颂都投资提
供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了 《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0-085号、临2020-087号公告）。2020年10月1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股份回购期限调整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

二、担保对象情况
担保对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财务数据

颂都投资

截 至 2019 年 末 /2019 年 度 （ 经 审 计 ）， 总
资 产 3.51 亿 ，负 债 合 计 2.40 亿 ，营 业 收 入
91330104082125877 服 务 ：投 资 管 理 ，投 资 咨 询
0 ， 净 利 润 1.01 亿 ； 截 至 2020 年 6 月 末 /
（除 期 货 、证 券 ）。
G
2020 年 1-6 月 ，总 资 产 4.72 亿 ，负 债 合 计
3.27 亿 ，营 业 收 入 0 ，净 利 润 1.82 亿 。

公司持股比例

之日（2019/10/23）起不超过14个月，股份回购资金总额调整成不低于人民币28,000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50,000万元，并于2020年10月21日披露了《宋都股份关于调整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公

100%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0-118号、临2020-120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1、回购股份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

保证人

担保对象

担保主债权本金金额

保证期间

担保方式

宋都集团

颂都投资

8,250 万 元

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人还款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6个 月 。

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项目开发等生产经营的融资需要。 被担保方为
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且其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128.8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277.24%。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11月2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数量为72,116,825.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5.38%,成交的最低价格为2.72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4.17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72,037,204.39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回购方案。
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合规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1日

资项目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
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立讯精密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昆山立讯科
技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相关规定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63.1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
产23.61%。上述三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38.9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
属母公司净资产351.08%。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议案，选举一名独立董事，故采用非
累积投票制，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3须采用
累积投票方式对子议案逐项表决并通过。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7,877,7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78％；反对2,25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2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同意294,330,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81％；反对2,25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夏大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9,997,7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87％；反对13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同意296,450,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9％；反对139,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
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选陈奕伦先生及姜佳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奕伦先生、 姜佳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任
期与第十届董事局相同（2020年11月20日至2023年5月14日），选举结果如下：
1、 选举陈奕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1,232,930,625股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289,38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97.5701%。
2、 选举姜佳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为： 获得表决权1,232,930,625股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获得表决权289,383,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97.57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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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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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十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20,495,410股，其中公司已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24,300,509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096,194,901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1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11月16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共68人，代表股份1,240,137,50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754%。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席表
决），代表股份950,047,96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93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62人，代表股份290,089,54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1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议案1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证券代码：002512

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
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公司可依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额度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和

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山联滔”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
目的实施，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0,0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进行
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昆山联滔的注册资本将由 122,000.00万元增加至
232,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2、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智能可穿戴设备配件类产品技改扩建项目” 的实
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立讯科技” ），为顺利
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昆山
立讯科技进行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昆山立讯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160,
000.00万元增加至220,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3、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400万件智能可穿戴设备新建项目” 的实施
主体为全资子公司立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讯智造”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
目的实施，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立
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0.00万元增资立讯智造先行投
入募投项目，具体内容参见《立讯精密：关于增资立讯智造（浙江）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4）。根据相关规则，公司将根据预先投入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于规定期限内使用
募集资金对预先投入自有资金进行置换。
四、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昆山联滔
1、公司名称：昆山联滔电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涛
3、成立日期：2004年04月23日
4、注册资本：122,000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昆山市锦溪镇百胜路399号
6、经营范围：电脑周边设备、连接线、连接器；新型电子元器件（电子器件），通讯及资讯
产业的仪器及配件，塑胶五金制品；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工模具、遥控动力模型和相关用
品及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电源供应器、无线传输产品的生产、销售；软件的开发；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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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昆山联滔总资产为人民币946,076.02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481,161.26万元；2020年1-9月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45,
298.6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9,196.5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昆山立讯科技
1、公司名称：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大伟
3、成立日期：2000年09月12日
4、注册资本：160,000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锦溪镇锦昌路158号
6、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光电开关、智能型传感器、新型仪表元器件、光电器件、信息类、通
讯类产品及连接器、键盘、按键、机壳、硅橡胶类新型电子元器件、精密型腔模、冲压模、连接
线、音响；表带加工；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以上产品的售后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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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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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五金产品制造；建筑用
金属配件制造；模具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9月30日，昆山立讯科技总资产为人民币1,007,319.0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334,873.73万元；2020年1-9月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
051,815.4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5,450.6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 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六、本次增资事项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昆山联滔、昆山立讯科技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0-061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
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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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孙）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2020年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总额201,00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有效期为一年，各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
循环使用。
2020年11月20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东网” ）向福建
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5,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年度对新东网已累
计担保额为5,000万元，未超过上述审议的额度。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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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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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11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20】第520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对《关注函》所
关注的问题逐个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1、结合仲裁结果、协议相关条款，说明蔡小如相关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珠海植远提前终
止表决权委托事宜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本次解除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6年9月25日，珠海植远（作为甲方）与蔡小如（作为乙方）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
双方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福州达华智能87,630,890股（股份比例为8%）对应的表决权不可
撤销地委托给乙方行使，有效期为甲方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若出现乙方损害了甲方的利
益或在与甲方签署的其他协议或合同项下出现违约行为的情况，经甲方书面要求，表决权委
托可即刻提前终止；及其它条款。
申请人珠海植远、珠海植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珠海植诚” ）与被申请人蔡小如合同
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京仲裁字2197号裁决
书，认为蔡小如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对中融信托旗下的产品进行补仓及早于珠海植远、珠海植
诚减持达华智能股票的行为均构成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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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有关衍生品
投资情况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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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更正不涉及公司财务报表变更，不影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10月28日通过《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正文》。经事后审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
第三节重要事项” 之“
四、金融资产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相关数据披露单位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中披露的“
一、更正前内容
“
第三节重要事项” 之“
四、金融资产投资” 之“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关联关 是否关
作方名
系
联交易
称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期末投
计提减
衍生品
资金额
报告期 报告期
值准备 期末投 占公司
投资初 起始日 终止日 期初投
内购入 内售出
金额
始投资
期
期
资金额
资金额 报告期
金额
金额
金额
末净资
（如 有 ）
产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银行

非关联
否
方

远期

2,263,
776,
900

2,263,
776,
900

11,570, 12,956,
097,
733,
919.95 939.95

877,
140,
880

3.52%

166,
383,
972.68

银行

非关联
否
方

期权

1,203,
394,
500

1,203,
394,
500

9,769,
088,
450

3,531,
036,
850

14.16%

50,365,
850

3,467,
171,
400

3,467,
171,
400

21,339, 20,398,
186,
180,
369.95 039.95

4,408,
177,
730

216,
17.68% 749,
822.68

合计

--

--

7,441,
446,
100

二、更正后内容
“
第三节重要事项” 之“
四、金融资产投资” 之“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关联关 是否关
作方名
系
联交易
称

银行

非关联
否
方

银行

非关联
否
方

合计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计提减
报告期 报告期
投资初 起始日 终止日 期初投
值准备 期末投
内购入 内售出
资金额
始投资
期
期
资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如 有 ）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远期

226,
377.69

226,
377.69

1,157,
009.79

1,295,
673.39

87,
714.09

3.52%

16,
638.40

期权

120,
339.45

120,
339.45

976,
908.85

744,
144.61

353,
103.69

14.16%

5,
036.69

346,
717.14

2,133,
918.64

2,039,
818.00

440,
817.77

17.68%

21,
674.98

346,
717.14

--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
况再次出现。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2020年9月，蔡小如以珠海植远、珠海植诚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该案受理后，蔡小如向该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增加一项仲裁请求为“二被申请人立即停止
单方解除表决权委托的违约行为， 继续按照协议约定将上市公司8%的股份表决权委托给申
请人行使” 。2020年11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珠海植远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认为自
2020年9月21日珠海植远对蔡小如委托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终止。
根据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专项法律意见》：
珠海植远可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以通知的形式要求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珠
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需等待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蔡小如的仲裁
请求作出裁决方可最终确定。
综上所述，公司无法判断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需等待
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蔡小如的仲裁请求作出裁决方可最终确定。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 《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专项法律意见》。
2、你公司是否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5条规定的情形，你
公司是否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珠海植远于2020年11月3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上述回复1的法律意见结
论：“
珠海植远可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以通知的形式要求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珠
海植远提前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需等待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蔡小如的仲裁
请求作出裁决方可最终确定。”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仍无法判断珠海植远提前终止表
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公司于2020年11月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司法
冻结的公告》，珠海植诚、珠海植远所持有公司股份因仲裁保全被司法冻结。
截止目前， 公司不存在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第
11.11.5条规定的情形，公司均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蔡小如与珠海植远是否存在潜在纠纷，相关事项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回复：
蔡小如与珠海植远的纠纷在同日披露的 《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植远提前终止
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专项法律意见》第二部分“正文”
“
一、基本情况” 进行了披露，上述事项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2020年9月17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拟向福建天志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福建天志” ）发行252,173,913股股份，福建天志为陈融
圣与福州金控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陈融圣作为公司现任董事长，一直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
公司高管团队团结稳定，积极实现公司一网一屏的战略目标；定增完成后，现控股股东蔡小如
持有公司股份 257,564,8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4%；福建天志和陈融圣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313,503,0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4%；陈融圣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进一步稳定公司
的稳健经营；福建天志的重要股东是福州国资控股的福州金控。本次国有资本的引入，可以在
经营层面给公司带来较好的社会效应，福州市财政局可以通过协调其下属优质产业资源，充
分发挥与公司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
综上，蔡小如与珠海植远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定增实现控股股东变更，并引入国
有资本入股，能够消除因股东纠纷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新的控股股东以及
国有资本可以为公司经营发展带来更多资源，巩固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智能商业显示屏等领
域的竞争优势，加强公司的融资能力，从而推动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进而维护全体股东
的合法利益。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