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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以下简称“报告全文”）及《2020 年第一季
度报告正文》（以下简称“报告正文”）。事后经审核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2020 年
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在系统上传中出现失误， 一季度报告中交易性金融资
产、其他应收款、资本公积等科目数据与一季度报表数据存在出入。 现对报告全文
及报告正文中相应内容予以更正， 本次更正不会对本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造成重大影响。 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一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
标”

更正前：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9,276,434.92 128,618,342.79 139,290,797.83 4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219,644.77 11,432,201.61 10,833,673.10 -14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0,401.48 7,659,514.34 6,257,835.33 -24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586,737.23 -32,

100,403.65
-20,

543,126.58 -2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7 0.0126 0.01 -6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7 0.0126 0.01 -6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38% 0.35% -0.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636,658,502.85 3,691,015,504.
70

3,691,015,504.
70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99,903,442.11 3,103,076,096.

81
3,103,076,096.

81 -0.10%

更正后：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9,276,434.92 128,618,342.79 139,290,797.83 4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219,644.77 11,432,201.61 10,833,673.10 -14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0,401.48 7,659,514.34 6,257,835.33 -24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586,737.23 -32,

100,403.65
-20,

543,126.58 -2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57 0.0126 0.0119 -147.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57 0.0126 0.0119 -14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38% 0.35% -0.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671,230,030.75 3,691,015,504.
70

3,732,547,084.
40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40,619,947.97 3,103,076,096.

81
3,144,607,676.

51 -0.13%

二、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第三节 重要事项”之“一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
指标变动的情况及原因”的部分内容

更正前：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末其他流动资产 225033518.84 元，较期初增加 34.82%，主因公司经营资金

进入回款期，增加对理财产品的购买；
本期末短期借款 268765042.01 元，较期数数减少 14%，主因公司资金回笼，归还

借款；
本期末其他应付款 32437278.4 元，较期初数减少 178%，主因公司周转所需；
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1178486.83797 元，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65.94%，主因收回资金往来款较上年有所增加；
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5227163.6 元，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9.25%，主因公司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650022.09 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20.32%，主因公司资金成本降低所致。
更正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末其他流动资产 40295344.26 元， 较期初增加 71.78%， 主因公司经营资金

进入回款期，增加对理财产品的购买；
本期末短期借款 268765042.01 元，较期数数减少 14%，主因公司资金回笼，归还

借款；
本期末其他应付款 26559684.58 元，较期初数减少 136%，主因公司周转所需。 ；
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1478486.84 元，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66.64%，主因收回资金往来款较上年有所增加；
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5527163.6 元， 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9.5%，主因公司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本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839056.01 元，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34.22%，主因公司资金成本降低所致。
三、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第三节 重要事项”之“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

预计”部分内容
更正前：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更正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20年 1-6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扭亏为盈（万元） 2,000 至 3,000

2019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1,702.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经营业绩稳定上升。
四、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财务报表”
更正前：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62,127,212.30 33,100,272.05
其他流动资产 225,033,518.84 166,915,704.81

流动资产合计 1,696,974,886.83 1,747,974,271.03
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2,297,675.39 151,215,217.4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68,382.35 5,771,342.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39,683,616.02 1,943,041,233.67
资产总计 3,636,658,502.85 3,691,015,504.7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68,765,042.01 312,298,774.42
其他应付款 32,437,278.40 11,674,740.76

流动负债合计 486,393,474.59 536,539,587.6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909,572,725.00 909,572,72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01,902,511.32 1,801,902,511.3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6,034,741.17 -8,081,731.2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7,567,305.81 67,567,305.8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26,895,641.15 332,115,285.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99,903,442.11 3,103,076,096.81
少数股东权益 25,130,521.42 25,905,467.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25,033,963.53 3,128,981,564.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36,658,502.85 3,691,015,504.70

法定代表人： 袁贤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石军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石军龙

更正后：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2,738,174.58 161,457,550.00

其他应收款 97,781,198.18 74,631,851.75

其他流动资产 40,295,344.26 23,458,154.81

流动资产合计 1,740,628,872.71 1,797,505,850.73

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3,215,217.41 143,215,217.4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771,342.37 5,771,342.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30,601,158.04 1,935,041,233.67

资产总计 3,671,230,030.75 3,732,547,084.4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68,765,042.01 312,734,574.94

其他应付款 26,559,684.58 11,238,940.24

流动负债合计 480,515,880.77 536,539,587.65

所有者权益：

资本公积 1,843,434,091.02 1,843,434,091.0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6,849,815.01 -8,081,731.24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7,441,880.92 67,441,880.9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27,021,066.04 332,240,710.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140,619,947.97 3,144,607,676.51

少数股东权益 24,863,137.28 25,905,467.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65,483,085.25 3,170,513,144.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71,230,030.75 3,732,547,084.40

法定代表人： 袁贤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石军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石军龙

更正前：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152,636,705.74 141,755,816.07
其他流动资产 4,427,929.74 4,725,198.52

流动资产合计 781,614,875.17 753,126,067.12
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1,518,475.39 100,436,017.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36,207,168.14 2,835,065,957.18
资产总计 3,617,822,043.31 3,588,192,024.3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30,500,000.00 257,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254,272,008.95 179,431,956.22

流动负债合计 528,244,338.76 492,551,293.68
所有者权益：

资本公积 1,869,485,927.48 1,869,485,927.4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82,457.9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7,567,305.81 67,567,305.81
未分配利润 216,886,941.76 223,822,878.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64,595,358.03 3,070,448,836.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17,822,043.31 3,588,192,024.30

更正后：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194,168,285.44 183,287,395.77
其他流动资产 12,427,929.74 12,725,198.52

流动资产合计 831,146,454.87 802,657,646.82
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2,436,017.41 92,436,017.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27,124,710.16 2,827,065,957.18
资产总计 3,658,271,165.03 3,629,723,604.0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36,377,593.82 264,188,559.90
其他应付款 248,394,415.13 172,743,396.32

流动负债合计 528,244,338.76 492,551,293.68
所有者权益：

资本公积 1,911,017,507.18 1,911,017,507.18
盈余公积 67,441,880.92 67,441,880.92
未分配利润 217,012,366.65 223,948,302.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05,044,479.75 3,111,980,415.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58,271,165.03 3,629,723,604.00

更正前: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财务费用 2,027,663.82 5,879,556.72
其中：利息费用 24,902,776.00 5,137,806.06

利息收入 6,985,405.83 849,917.1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579,454.9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2,951,614.07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951,614.07

七、综合收益总额 -5,283,671.22 5,939,053.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5,219,644.77 7,882,059.0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64,026.45 -1,943,005.5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7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7 0.01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

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更正后：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其中：利息费用 4,785,750.54 5,137,806.06

利息收入 3,019,199.64 849,917.1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97,147.95 -3,579,454.9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964,532.09 -2,951,614.07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964,532.09 -2,951,614.07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964,532.09 -2,951,614.07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267,384.14 -627,840.86

七、综合收益总额 -4,586,523.27 5,939,053.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4,255,112.68 7,882,059.0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331,410.59 -1,943,005.5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57 0.011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57 0.0119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

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 袁贤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石军龙

会计机构负责人：石军龙
更正前：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其中：利息费用 16,491,601.81 5,090,339.43

利息收入 3,702,820.23 -121,769.44
更正后：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其中：利息费用 3,169,658.80 5,090,339.43

利息收入 -667,387.83 -121,769.44
更正前：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1,178,486.84 42,894,706.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7,414,892.14 240,347,468.9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65,227,163.60 118,656,960.1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5,278,062.08 301,042,366.6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4,650,022.09 5,836,131.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965,851.76 -2,180,026.8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364,754.96 -115,398,953.2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877,001,743.07 362,310,160.97

更正后：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1,478,486.84 42,894,706.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7,714,892.14 240,347,468.9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65,527,163.60 118,656,960.1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6,089,028.16 301,042,366.6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839,056.01 5,836,131.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967,856.19 -2,180,026.8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362,750.53 -115,398,953.2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876,999,738.64 362,310,160.97

更正前：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7,000,000.00 14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584,354.78 5,836,065.4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452,920.55 -140,224.1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941,312.32 -113,210,359.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465,675,256.79 131,051,644.17

更正后：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7,810,966.08 146,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2,773,388.70 5,836,065.4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453,917.99 -140,224.1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942,309.76 -113,210,359.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465,674,259.35 131,051,644.17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更正的说明
本次更正原因主要是信息披露工作人员在上传文件工作中疏忽失误造成，公司

将吸取本次经验教训，严格规范信息披露工作。 除以上更正的内容外，其他公告内
容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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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公司
将进一步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CC77992020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699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20-018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
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出通知，并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00 在浙江省新昌
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9 年 5 月 19 日上
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会秘书石丹锋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9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541,944,1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5823％，其中：（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39,746,096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9.3406%。（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5 人，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98,0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417%。上述出席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3、《2019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4、《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6、《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7、《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8、《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539,748,396 股 ,反对 50,6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9、《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 8,601,734 股 ,反对 52,9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79.647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1,734 股 , 反对 52,9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473%。
10、《关于 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539,746,096 股 ,反对 52,9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1,734 股 , 反对 52,9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473%。
11、《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539,746,096 股 ,反对 52,900 股 ,弃权 2,145,153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594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8,604,034 股 , 反对 50,600 股 ,弃

权 2,145,15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9.6686%。
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到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该

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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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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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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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及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 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华帝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264,266,5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024%。
1、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6 人， 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 234,970,63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032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2 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 29,295,8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0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9,304,4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13%。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0,6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0,6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 反对 10,6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9,293,8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8%；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0,6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9,293,8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8%；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64,255,907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0%；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9,293,8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8%；反对 1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 2019 年度述

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报告对 2019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发表独立意见、
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刘燕、何广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
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9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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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潘浩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潘浩标
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未
发现其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潘浩标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资格，其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本
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

潘浩标先生简历如下：
潘浩标先生，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历任中

山华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第五届、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公司供应链中心总经理，石河子奋
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 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
理，中山市同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 潘浩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801,344�

股， 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潘浩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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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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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 16:00 在广东
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其中独
立董事丁云龙先生为通讯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董
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
基于公司战略安排及经营管理的需要，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潘浩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刊登于《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1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