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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
对 2015 年年度、2016 年年度、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2019 年 8 月 2 日，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罚字[2019]69 号），公司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八达园林”） 于 2015 年 12 月底确定盘盈苗木资产 1,250.63 万元， 盘亏苗木资产
3.34 万元，盘盈净额 1,247.29 万元，公司编制 2015 年合并报表时，确认苗木资产盘
盈净额 1,247.29� 万元计入 2015 年度营业外收入， 而未根据盘盈苗木资产在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调整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未对商誉金额进行调
整。

上述盘盈资产会计处理不当事项影响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7 年年度报告，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意见，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
正，并对 2015 年年度、2016 年年度、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前期差错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计处理
（一）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1、商誉金额减少 12,472,960.26 元，主要原因为：公司未将苗木资产盘盈净额

12,472,960.26 元作为对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调增， 导致多确
认商誉金额，重新计算后需要调减商誉 12,472,960.26 元。

2、 未分配利润减少 12,472,960.26 元， 主要原因为： 减少当期营业外收入
12,472,960.26 元后，对当期留存收益的影响。

3、营业外收入减少 12,472,960.26 元，主要原因为：公司将苗木资产盘盈净额
12,472,960.26 元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未作为购买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的调增，需要调减营业外收入 12,472,960.26 元。

（二）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1、商誉金额减少 12,472,960.26 元，主要原因为：对公司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商誉进行追溯调整后的滚动调整。
2、未分配利润减少 12,472,960.26 元，主要原因为：对公司 2015 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未分配利润进行追溯调整后的滚动调整。
（三）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1、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12,472,960.26 元，主要原因为：公司对 2015 年对江苏八

达园林合并形成的商誉追溯调整减少 12,472,960.26 元，导致 2017 年对商誉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时多计提 12,472,960.26 元。 重新计算后， 需要减少资产减值损失
12,472,960.26 元。

2、2017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12,472,960.26 元后， 自动调增未分配利润
12,472,960.26 元，与 2017 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金额一致，因此无需调整。

（四）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
上述更正事项对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因此无需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
三、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对 2015 年年度、2016 年年度、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

调整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对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主要会计数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商誉 825,798,775.51 813,325,815.25 -12,472,960.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31,098,189.71 1,718,625,229.45 -12,472,960.26

资产总计 5,174,655,863.85 5,162,182,903.59 -12,472,960.26

未分配利润 -151,433,909.03 -163,906,869.29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75,295,960.34 2,162,823,000.08 -12,472,960.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82,774,948.18 2,170,301,987.92 -12,472,960.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174,655,863.85 5,162,182,903.59 -12,472,960.26

营业外收入 35,168,226.37 22,695,266.11 -12,472,960.26

利润总额 58,497,342.92 46,024,382.66 -12,472,960.26

净利润 32,447,064.91 19,974,104.65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3,443,593.49 20,970,633.23 -12,472,960.26

综合收益总额 32,447,064.91 19,974,104.65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33,443,593.49 20,970,633.23 -12,472,960.26

基本每股收益 0.0542 0.0340 -0.0202

稀释每股收益 0.0542 0.0340 -0.02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2.54% -1.51%

（二）对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主要会计数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商誉 710,798,775.51 698,325,815.25 -12,472,960.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34,704,883.69 1,822,231,923.43 -12,472,960.26

资产总计 4,865,760,551.42 4,853,287,591.16 -12,472,960.26

未分配利润 -111,556,782.09 -124,029,742.35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15,536,054.56 2,203,063,094.30 -12,472,960.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2,073,212.48 2,209,600,252.22 -12,472,960.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865,760,551.42 4,853,287,591.16 -12,472,96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1.83% 0.02%

（三）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主要会计数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营业总成本 1,885,825,047.30 1,873,352,087.04 -12,472,960.26

资产减值损失 941,129,987.73 928,657,027.47 -12,472,960.26

营业利润 -1,053,917,896.87 -1,041,444,936.61 12,472,960.26

利润总额 -1,065,208,085.13 -1,052,735,124.87 12,472,960.26

净利润 -1,062,479,034.73 -1,050,006,074.47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61,426,865.24 -1,048,953,904.98 12,472,960.26

综合收益总额 -1,062,479,034.73 -1,050,006,074.47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1,061,426,865.24 -1,048,953,904.98 12,472,960.26

基本每股收益 -1.2947 -1.2794 0.0153

稀释每股收益 -1.2947 -1.2794 0.0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3,140,060.45 -1,080,667,100.19 12,472,96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0% -62.49% 0.51%

（四）对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上述年度的更正事项对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

响，因此无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对 2015 年至 2017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财务数据进

行了更正，并对相关定期报告进行了更新。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相关定期报告中其
它内容不变，更新后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使公司财务报表更加真实、准确、可靠，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同意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审议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监事会意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准
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已委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事项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具体内容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
告》（勤信专字【2020】第 0658 号）。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见》；
3、《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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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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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 9:15 至 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137 号能源大厦 3706 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田泽新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28 人， 代表股份数 4,843,747,27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339%。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24 人， 代表股份
143,740,0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 席 现 场 会 议 的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委 托 代 表 人 数 共 5 人 ， 代 表 股 份

2,952,774,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375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3 人， 代表股份

114,924,0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6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3 人，代表股份 1,890,972,65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58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28,816,01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442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542,2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751% ； 反对 1,192,71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46%；弃权 12,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535,0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617%；反对 1,192,7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8298%；弃权 1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86%。

（二）《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684,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781%；反对 803,4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66%；
弃权 259,7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676,9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604%；反对 803,4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5589%；弃权 259,7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1807%。

（三）《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849,0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815%；反对 898,2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8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841,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751%；反对 898,2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624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四）《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610,9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765%；反对 81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68%；

弃权 320,6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603,7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094%；反对 815,7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5675%；弃权 320,6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2231%。

（五）《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590,6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761%；反对 81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68%；
弃权 340,9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7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583,4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953%；反对 815,7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5675%；弃权 340,9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2372%。

（六）《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610,9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765%；反对 803,4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66%；
弃权 332,9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9%。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603,7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094%；反对 803,4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5589%；弃权 332,9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2316%。

（七）《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315,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704% ； 反对 1,205,01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49%；弃权 227,1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307,9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037%；反对 1,205,0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8383%；弃权 227,1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1580%。

（八）《关于公司 2020 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945,012,3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2104% ； 反对 15,460,58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886%%；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28,259,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9.2299%；反对 15,460,5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10.7559%；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141%。

（九）《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842,984,4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99.9843%；反对 762,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42,977,2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693%；反对 762,8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53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姗姗、涂岑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湖北能源《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简称：*ST 美丽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0-043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了以下议案：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

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简称：*ST 美丽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0-042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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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2015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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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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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8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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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15－下午 15:00。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主持人：副董事长胡广文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21,681,5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58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3 人，所持股份 291,999,1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69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所持股份 29,682,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83％。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1,560,1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3％；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权 92,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081,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980％；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弃权
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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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3％。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1,560,1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3％；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权 92,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081,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980％；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弃权
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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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3％。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21,560,1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3％；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权 92,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081,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980％；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弃权
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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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3％。

4、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21,560,1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23％；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弃权 92,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081,2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980％；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弃权
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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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3％。

5、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3％；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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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033％；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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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652,3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9％；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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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033％；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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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通过了《关于缩减非公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652,3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9％；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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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033％；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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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20 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652,3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9％；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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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033％；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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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546,2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9％；反

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4％；弃权 92,2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067,3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5520％；反对 4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7％；弃权
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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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652,3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9％；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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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033％；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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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143,7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28％；反

对 2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5％；弃权 317,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7％。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29,664,8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8.2194％；反对 22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97％；弃权
3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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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652,3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9％；反
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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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30,173,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9.9033％；反对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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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321,143,7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28％；反

对 53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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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同意 29,664,8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8.2194％；反对 53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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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0-076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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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

2019 年 6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未来十二个月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
司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按出资比例为部分尚处于建
设期或运营初期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435,073 万元（以下币种同）的
担保额度， 并授权董事会转授权给公司总经理对可用担保额度在符合规定的担保
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在不改变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前提下，将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乐活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活置业”）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0.99 亿元调剂至控股子公司深招富桥（深圳） 产业运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招富桥”），本次调剂的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10%。 调剂后，公司为深招富桥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0.99 亿元，
为乐活置业提供担保的额度由 13.7008 亿元调整为 12.7108 亿元。

上述调剂担保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审批同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招富桥成立于 2019 年 8 月；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桥头社区富桥

四区 C1 栋 1 层；法定代表人：贾智云；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
公司股权占比 99%、深圳一九七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占比 1%；经营范围：一般
经营项目是：园区物业运营及管理；为停车场提供管理服务；商业项目运营管理与
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房屋租赁；展览展示策划；品牌推广策划。 (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
目是：市政建设工程、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深招富桥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241.00 万元，负

债总额 4,696.02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4,544.98 万元。 2019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 -455.02 万元。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176.80 万元， 负债总额
4,732.31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4,444.49 万元。 2020 年 1-4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 -100.25 万元。

深招富桥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按照持有深招富桥的股权比例 99%为其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之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0.99 亿元，保证期间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深招富桥的其他股东也将按其持股比例为该笔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总经理意见
公司本次在控股子公司范围内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

剂，有助于满足深招富桥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本次被担保对象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
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

的销售按揭担保）为 350.79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 36.99%，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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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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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鸿合科技”）， 2019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按照“转增股本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236,454,451 股。

2、本次权益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9,090,854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000000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39,090,854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36,454,451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4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5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0 年 6 月 5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
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6 月 5 日。 五、

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85,207,766.00 61.26 59,645,436 144,853,202 61.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883,088.00 38.74 37,718,161 91,601,249 38.74
三、总股本 139,090,854.00 100.00 97,363,597 236,454,451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236,454,451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年度，每股

净收益为 1.3285 元。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股东邢正、王京、邢修青及其一

致行动人张树江、鸿达成、鹰发集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卫哲、龙旭东、孙晓
蔷、谢芳等承诺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将不低
于发行价（52.41 元 / 股），若公司在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本次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股
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将不低于 30.83 元 / 股。

3、本次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将影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及回购数量，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咨询机构
1、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范改芳
3、咨询电话：010-62968869
4、传真电话：010-62968116
5、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 34 号融新科技中心 F 座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