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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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下秀”或“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受理序号：
200793）。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
意见逐项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及《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 之回复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的回复内
容进行了相应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 之回复报告（修订稿）》。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修订
稿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能否最终获得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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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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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仁热电”）有富余的电力和蒸汽生产能力，为消化其剩余产能，增加公司收益，
万仁热电公司计划向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控股”）的子公司
销售电力、蒸汽，2020 年度合同金额预计为 3500 万元。 公司向孚日控股控制的公司
销售棉纱年合同金额约为 1 亿元。

孚日控股子公司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电机”）为本公司提供
维修服务，预计本年合同金额约为 3600 万元；孚日控股子公司山东高密高源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源化工”）为本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亚氯酸钠和氯酸
钠，本年合同金额约为 80 万元。

孚日控股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均构
成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以 3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6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 本公司六名董事肖茂
昌、于从海、张树明、闫永选、孙浩博、孙可信均为公司的关联人，故回避了本次表
决。 独立董事对以上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上述关联交易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孚日控股 3500 1415.16 0.28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固定资产 、
原材料及劳务 孚日电机 3600 3881.19 0.92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高源化工 80 164.41 0.0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孚日控股控制的
公司 10000 6413.74 1.29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20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向孚日控股及其子公司销售电力蒸汽合计 514.28 万元；

接受孚日电机提供的固定资产、材料及劳务为 1037.69 万元；
向高源化工采购的原材料金额为 15.61 万元。
向孚日控股控制的公司销售棉纱 8417.22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介绍
1、孚日控股
公司全称：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高密市醴泉工业园内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日贵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毛巾系列产品、纺织品、针织品、床上用品、服装、工艺品、

纱线、胚布、纺织面料；生产销售发电机、电动机、柴油发电机组、水泵、机械加工设
备及纺织配件、电焊机、变压器、配电盘、电子元件；销售钢材、化工原料及化工产
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材；以自有资产进行投资；物业管理；机动车辆维修；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孚日控股资产总额 302434.67 万

元，负债总额 174712.27 万元，净资产 127722.41 万元，2019 年度净利润 15244.43 万
元。

2、孚日电机
公司全称：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高密市朝阳大街东首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茂昌
经营范围：生产电动机、发电机、柴油发电机组、水泵、机械加工设备及纺织配

件、电焊机、变压器、配电盘、电子元件。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孚日电机资产总额 94,555.61 万

元， 负债总额 56,630.25 万元， 净资产 37,925.36 万元，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7,910.89 万元，净利润 3569.94 万元。

3、高源化工
公司全称：山东高密高源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高密市祥和街 2066 号
注册资本：3,676.7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云胜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硫酸氢钠、亚氯酸钠、货物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高源化工资产总额 15806.97 万

元，负债总额 7834.29 万元，净资产 7972.68 万元，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9375.80
万元，净利润 3205.21 万元。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结合关联人的主要经营情况进行分析， 关联人及其主要子公司经营状

况良好，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应收款项形成坏账。
（三）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将上述第一部分中涉及的与受同一关联人控制的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予以汇总，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为 17180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万仁热电对外销售电力、蒸汽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的平均价格，为双方可接

受的公允价格。 万仁热电与购买方按每月实际使用数量进行结算，由购买方每月按
照实际结算金额付款。

孚日电机为本公司提供维修服务，所收取的维修费定价原则参考市场价格。 孚
日电机与接受维修方按每月实际提供的维修服务情况进行结算， 由接受维修方每
月按照实际结算金额付款。

高源化工与本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均参考市场价格， 为双方均
可接受的公允价格。 双方根据实际交易量进行结算付款。

公司对外销售棉纱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的平均价格， 为双方可接受的公允
价格。 公司与购买方按每季实际使用数量进行结算，由购买方每月按照实际结算金
额付款。

2、协议签署情况
在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关联交易各方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就上述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分别签订了协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消化万仁热电公司剩余的生产能力，本公司同意万仁热电向孚日控股的子公

司销售部分剩余电力、蒸汽。 此项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参考，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将直接增加万仁热电的利润，增加本公司的收益。

孚日电机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本公司，能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快捷
和专业的维修服务。 维修费以市场价格为参考，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因孚日电机为本公司提供维修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占公司成本费用的比
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影响。

高源化工与本公司之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主要是由于高源化工毗邻本公
司，极大程度地降低了运输成本，且产品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因高源化工与本公司之间的交易额较小，占公司收入成
本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影响。

为消化公司剩余的棉纱生产能力， 本公司同意向孚日控股控制的公司销售棉
纱。 此项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参考，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并将
直接增加公司的利润，增加公司的收益。

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营业务
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
续进行。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辉玉、张宏、傅申特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
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
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我们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供电供汽协议》、《原材料买卖协议》、《维修服务协议》《棉纱买卖协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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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0 年 6 月 29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共 9 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肖茂昌先生主持。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二○一九年度
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二○一九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细内容请查阅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 年年度报
告摘要》中“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内的“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独立董事王蕊女士、 张辉玉先生、 张宏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摘要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四、董事会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

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五、董事会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定

本公司（母公司）2019 年度净利润 297,546,025.90 元，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按照年度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9,754,602.59 元后，确定本公司
2019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037,020,279.58 元。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拟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
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现金股利（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再行分配。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
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六、董事会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
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经营效率，公司拟向
各金融机构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人民币 50 亿元，适用期限为 2020 年度至下
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申请授信额度之前。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管理层根据资

金需求情况和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在银行实际授予的授信额度内制定具体的融资
计划。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董事会以 3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6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高密万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仁热电”）有富

余的电力和蒸汽生产能力，为消化其剩余产能，增加公司的效益，公司同意下属子
公司万仁热电向控股股东孚日控股所属子公司销售电力、 蒸汽， 年合同金额约为
3,500 万元；孚日控股之子公司孚日电机为本公司提供维修服务、销售电机，双方根
据估算，年维修费用约为 3,600 万元；孚日控股之子公司高源化工为本公司提供生
产所需的原材料亚氯酸钠和氯酸钠，年合同金额约为 80 万元。 公司向孚日控股控
制的公司销售棉纱年合同金额约为 1 亿元。 上述交易总金额约为 17,180 万元，均构
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六名董事肖茂昌、于从海、张树明、闫永选、孙浩博、孙可信均为
关联人，故回避了本次表决。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参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临 2020-042）。

八、董事会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本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九、董事会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9 年度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报告的议案》。
《2019 年度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报告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43）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十、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发现账实不符的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
关规定，需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受影响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
调整。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5）的具体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

十一、 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30 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第二至六项议案。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0-046）详见《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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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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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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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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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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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上午 9:
15—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止 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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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
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高密孚日街 1 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楼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二○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二○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2019 年度财务报告》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特别提示：
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重大事项的， 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二○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二○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 √
5.00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6.00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
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 2020 年 7 月 19 日 16:
30 前送达或传真至证券部）。

2、登记时间：2020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30。
3、 登记地点：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261500）
4、联系人：朱传昌、孙晓伟
电话：0536-2308043
传真：0536-5828777
地址：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261500）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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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附件一：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83
2.投票简称：孚日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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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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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15-- 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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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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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
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二○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二○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 √

5.00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6.00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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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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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
于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发现以下前期会计差错。 本公司已对这些前期会计差错进
行了更正，并对 2018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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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现将 2019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本公司于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发现账实不符的情况，因此对 2018 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追溯重述，主要调整事项如下：
1、 公司将本集团内母子公司间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了第三方公

司，第三方公司收到票据后提供资金给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进行使用。 本公司对上述
业务于 2018 年度并未进行任何账务处理， 造成公司少计其他应收款 2.07 亿元，少
计短期借款 2.07 亿元。

2、本公司以自身的机器设备在平安融资租赁公司和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办理了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租赁所获得的款项提供给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进行使用。 本公司对上述业务于 2018 年度并未进行任何账务处理， 造成公司少计
其他应收款 152,957,342.32 元，少计长期应收款 21,364,246.39 元，少计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81,278,061.66 元，少计长期应付款 93,043,527.05 元。

3、本公司在浙商银行及中信银行办理了远期外汇的期权合约。于 2018 年末，该
等期权合约的年末未平仓价值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未进行入账， 造成公司少计递
延所得税资产 8,999,478.81 元，少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39,272,715.23 元，多计应交税费 818,700 元，少计财务费用 3,623,800.00 元，少
计投资收益 349,000.00 元，少计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5,997,915.23 元，多计所得税费
用 9,818,178.81 元。

4、本公司与高密赛维丝商贸有限公司的棉纱交易实质为提供资金供本公司控
股股东使用，且高密赛维丝商贸有限公司实际为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公司未将其
披露为关联方 。 造成公司多计应收账款 18,620,872.92 元 ， 少计其他应收款
18,620,872.92 元，多计收入 15,987,820.99 元，多计成本 15,987,820.99 元。

5、本公司在浙商银行及泰安银行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公司未进行披露，造成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少计 187,000,000.00 元。

二、对受影响的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按追溯重述法进行追溯调整， 对前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受影响期间报表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71,937,746.05 (18,620,872.92) 653,316,873.13
其他应收款 700,831,115.88 378,578,215.24 1,079,409,331.12
长期应收款 - 21,364,246.39 21,364,246.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544,669.29 8,999,478.81 37,544,148.10
短期借款 2,358,934,137.88 207,000,000.00 2,565,934,137.8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5,159,991.00 39,272,715.23 54,432,706.23

应交税费 43,022,813.81 (818,700.00) 42,204,113.8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9,210,061.95 81,278,061.66 580,488,123.61
长期应付款 - 93,043,527.05 93,043,527.05
盈余公积 276,637,258.40 (2,945,453.64) 273,691,804.76
未分配利润 1,039,955,014.54 (26,509,082.78) 1,013,445,931.76
所有者权益 3,445,164,646.42 (29,454,536.42) 3,415,710,110.00
总资产 8,063,672,116.99 390,321,067.52 8,453,993,184.51

（2）合并利润表
受影响期间报表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5,170,527,632.84 (15,987,820.99) 5,154,539,811.85
营业成本 4,139,411,708.32 (15,987,820.99) 4,123,423,887.33
财务费用 137,784,548.11 3,623,800.00 141,408,348.11
投资收益 100,788,166.88 349,000.00 101,137,166.8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413,976.00) (35,997,915.23) (39,411,891.23)
所得税费用 131,278,793.85 (9,818,178.81) 121,460,615.04
净利润 435,480,167.00 （29,454,536.42） 406,025,630.58

（3）公司资产负债表

受影响期间报表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08,678,522.72 (18,620,872.92) 590,057,649.80
其他应收款 1,024,705,932.08 378,578,215.24 1,403,284,147.32
长期应收款 - 21,364,246.39 21,364,246.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762,435.06 8,999,478.81 25,761,913.87
短期借款 2,251,147,382.66 207,000,000.00 2,458,147,382.66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 融
负债

15,159,991.00 39,272,715.23 54,432,706.23

应交税费 29,471,374.70 (818,700.00) 28,652,674.70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 负
债 499,210,061.95 81,278,061.66 580,488,123.61

长期应付款 - 93,043,527.05 93,043,527.05
盈余公积 276,637,258.40 (2,945,453.64) 273,691,804.76
未分配利润 883,908,889.65 (26,509,082.78) 857,399,806.87
所有者权益 3,261,555,609.38 (29,454,536.42) 3,232,101,072.96
总资产 7,611,348,426.36 390,321,067.52 8,001,669,493.88

（4）公司利润表
受影响期间报表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金额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4,514,057,505.98 (15,987,820.99) 4,498,069,684.99

营业成本 3,775,389,697.10 (15,987,820.99) 3,759,401,876.11

财务费用 108,962,492.52 3,623,800.00 112,586,292.52

投资收益 222,428,219.37 349,000.00 222,777,219.3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712,991.00) (35,997,915.23) (38,710,906.23)

所得税费用 96,686,538.39 (9,818,178.81) 86,868,359.58

净利润 428,237,694.94 (29,454,536.42) 398,783,158.52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批准情况
本次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
四、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依据充分；对会计差错的更正

处理基于客观原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财务报表予以追溯调整。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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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 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并追溯调整。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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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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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有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更加
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
信息。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公司应进一步强化内
部控制、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避免
类似问题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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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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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武汉市洪山区光谷软件园 C3 栋 9

楼）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黄山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山先生主持召开，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
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议案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制订《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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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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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媒体报道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近期有关媒体发

布了关于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胡佳佳女士收到限制消费令的相关文章。
为了避免对投资者构成误导，现予以澄清说明。

二、澄清说明
关于该限制消费令所针对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17）沪 0101 民初

10316 号)，涉及 2 位业主，其所持有的物业面积各为 16 平米。 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积
极配合法院执行判决 ,已按期向以上业主支付全部应支付的款项，但因以上业主所
持有物业为我公司整体租赁的建筑物中的一部分,在整体建筑物中的具体坐落区域
难以确定，且牵涉其他业主，该项物业返还暂时无法完成。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相

关业主的沟通协调，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尽快确定需返还物业的具体座落位置并归
还相关业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胡佳佳女士的限制消费令已
解除，并已在中国执行信息网（ http://zxgk.court.gov.cn/zhzxgk/）更新。 公司将持续
关注和跟进上述相关事宜，如有相关情形，公司将及时说明或澄清。

三、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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