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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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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柯迪”或“本公司”或“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 2020年 10月 15日在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5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20年 10月 9日以电子邮件与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3人，实际到会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仲经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7）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
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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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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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

扩建项目”、“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
● 募投项目结项后结余募集资金安排： 公司拟将结项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结余利息收入共计

4,926.54万元（利息收益的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的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柯迪”或“本公司”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爱柯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87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824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1.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2,022,4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93,119,2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31160002号《验资报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
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情况，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将用于实施以下募投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

元 ）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项目备案文号 环评部门及

项目批复编号

汽车精 密压铸 加工 件 改
扩建项目 100,869.00 98,113.92 甬发改备【2016】

10 号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江北分局
（项目编号 16-224）

汽车雨 刮系统 零部 件 建
设项目 30,548.00 20,558.00 甬发改备【2016】

8 号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鄞
环建【2016】0189 号 ）

精密金 属加工 件建 设 项
目 18,393.00 13,393.00 甬发改备【2016】

9 号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江北分局
（项目编号 16-219）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47.00 7,247.00 北 区 发 改 基 （ 核 ）
【2016】7 号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江北分局
（项目编号 16-233）

合计 157,057.00 139,311.92 -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部分募集资金
调整用于“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
总投资额为 35,89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为 27,089 万元，不足部分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公
司于 2018年 7月 5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涉及金额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19.44%，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调 增 （+ ）/减

（- ） 金 额 （ 万
元）

实施单位
变更前 变更后

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 98,113.92 79,975.92 -18,138.00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雨刮系统零部件建设项目 20,558.00 15,000.00 -5,558.00 宁波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
公司

精密金属加工件建设项目 13,393.00 10,000.00 -3,393.00 宁波优耐特精密零部件有
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47.00 7,247.00 -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
目 - 27,089.00 27,089.00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139,311.92 139,311.92 - -
（2） 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汽车雨刮系统零部件建设项目”、“精密金属加工件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上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5,396.42 万元以及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利息收入 928.10 万元， 合计
6,324.53万元（利息收益的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的金额为准）用于投资爱柯迪（柳州）科技产业有
限公司实施的“汽车轻量化铝合金精密压铸件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调 增 （+ ）/减

（- ） 金 额 （ 万
元）

实施单位
变更前 变更后

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 79,975.92 79,975.92 -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雨刮系统零部件建设项目 15,000.00 11,814.19 -3,185.81 宁波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
公司

精密金属加工件建设项目 10,000.00 7,789.39 -2,210.61 宁波优耐特精密零部件有
限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47.00 7,247.00 -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
目 27,089.00 27,089.00 -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轻量化铝合金精密压铸件项目 - 5,396.42 5,396.42 爱柯迪 （柳州 ）科技产业有
限公司

合计 139,311.92 139,311.92 - -
三、募集资金使用其他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了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1、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为“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 调整后募投项目的完成日期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

2、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生命周期、量产订货周期较长，公司新产品获取生产订单主要集中在未来 5-7

年内实现量产并实现销售收入。 公司每年末会根据产品的 PPAP批准状态与客户沟通达成未来一年
各产品的销售预测数量，并编制下一年度销售预算。 但客户的实际生产需求往往会根据终端市场销
售情况发生变化，公司业务人员需定期追踪客户的需求变化情况，并及时把客户需求的变化传递给
公司，及时调整预测数量，更新销售预测，以便公司及时安排、协调生产资源。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
凸显，全球经济动荡，根据 JATO Dynamics公布的数据，2018 年全球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LCV）总销
量 8,601万辆，比 2017年减少约 40万辆，同比下滑约 0.5%，这也是自 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2019
年，我国汽车行业总体运行平稳，受政策因素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宏观经济的影响，产销量低于年初预
期，自 1990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但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占据了全球总销量的近 1/
3，而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总销量同比几乎持平。 鉴于以上原因，本募投项目剩余部分设备投资进
度有所放缓，根据当前建设进展，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后决定对该项目计划进度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拟将该项目的建设截止期由原定 2019年 11月延长至 2020年 12月。

3、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

定。 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结余情况
1、募投项目结项及结余的具体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

目”、“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部分募投项目”）。 截至 2020年 10月
9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尚结余利息收益 4,926.5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募集资 金 累 计 投 资

额 结余募集资金 利息收益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47.00 7,247.00 0.00 215.92

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 79,975.92 79,975.92 0.00 3,805.45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 27,089.00 27,089.00 0.00 905.17

合计 114,311.92 114,311.92 0.00 4,926.54

注 1：“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于 2019 年实施完毕，结余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额 5%，为方便账户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该项目资金余额转入“汽车精密压
铸加工件改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内继续使用。

注 2：利息收益为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定存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实际利息收益以转
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2、本次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经过持续投入，目前已能很好满足公司的经营需要，公司对该部分募投项目予以

结项；此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资金在存放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利息收入，导致存在一定结余。
五、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

用，拟将相关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结余利息收入共计 4,926.54 万元（利息收益的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的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六、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以及是否
符合监管要求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

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项，并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

益，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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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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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 10月 27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933 爱柯迪 2020/10/20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宁波爱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0年 9月 2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 33.43%股份的股东宁波爱柯迪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2020年 10月 15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
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详
见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7）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0年 9月 2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 10月 27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宁波市江北区金山路 588号三楼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年 10月 27日
至 2020年 10月 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公司层面 2020 年业绩考核的议案

√

2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

3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变更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4.01 选举阳能中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一、议案二、议案四已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 2020年 9月 25日刊登于本公司信息披露指
定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议案三已经公司 2020年 10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 2020年 10月 16日刊登于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宁波爱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建成、宁波领挈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领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领鑫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宁波领荣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领禧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公司层面 2020 年业绩考核的议案

2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第四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4.00 关于变更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01 选举阳能中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

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

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
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
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

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应选监事 2名，监事候选人有 3名。 需投票表
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
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票为限，对议案 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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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部分内容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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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鹏起”或“公司”或“鹏起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发来的《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4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2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90）。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2020年 8月 26日，公司对《问询函》中的问题 7、问题 11进行了回复，剩余问题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9月 2日前回复并披露。 因核查工作量大， 公司于 2020年 9月 2日、9月 9日、9 月 16 日、9 月 23
日、9月 30日五次继续延期回复剩余问题，预计于 2020年 10月 15 日前回复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根据核查情况，对《问询函》中剩余问题 8、问题 9、问题 10、问题 12 进行了回复。
因剩余问题 1、问题 2、问题 3、问题 4、问题 5、问题 6 涉及的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中，故无法在 2020 年
10月 15日前完成剩余问题的回复工作，预计于 2020年 10月 22 日前回复并披露。 现将部分回复披
露如下：

问题 8.年报显示，公司 2019年末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6.62亿元，坏账准备余额为 5.02亿元。 请
公司核实并披露：（1）2019 年新增的预付账款基本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合同、预付款原因、账面
余额、后续安排、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交易发生时间、交易是否履行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等，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新增的资金占用情况；（2）本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依据，是否符
合会计准则的规定；（3）补充披露前 5名预付账款交易对方名称、账面金额，说明是否为关联方。 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2019年新增的预付账款基本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合同、预付款原因、账面余额、后续安

排、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交易发生时间、交易是否履行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
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新增的资金占用情况；

2019年预付账款账面余额增加 2,672.46万元，其中洛阳鹏起增加 10,402.43 万元，丰越环保减少
4,231.97万元，宝通天宇未参与合并减少 3,540.44万元，淮安置业增加 42.44万元。预付账款主要新增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交 易 合
同

预 付 款 原
因

本年增加
金额 本期减少 账 面 余

额 后续安排 关 联
关系

交 易 发 生
时间

是否履行规定
的内部决策程
序

是否履
行信息
披露义
务

洛阳顺易钛业有
限公司

采 购 合
同

预 付 材 料
款 16,285.55 10,428.79 34,128.30

大股东 占 用 部
分 ，督 促归还 ；
正常业 务 部 分
按合同履行

非 关
联方 2019 年 子公司内部决

策 是

河北航天振邦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

外 协 加
工合同

预 付 加 工
款 2,215.73 3,383.65 按合同履行 非 关

联方
2019.1 -
2019.4

子公司内部决
策 不涉及

宝鸡市中宇稀有
金属有限公司

采 购 合
同

预 付 材 料
款 1,423.53 1,423.53 按合同履行 非 关

联方
2019.4 -
2019.10

子公司内部决
策 不涉及

宜昌唐鼎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外 协 加
工合同

预 付 加 工
费 921.13 247.69 1,973.44

大股东 占 用 部
分 ，督 促归还 ；
正常业 务 部 分
按合同履行

非 关
联方 2019.1 子公司内部决

策 是

郴州郴源矿业有
限公司 预付货款 554.76 554.76 按合同履行 非 关

联方 2019 年 子公司内部决
策 不涉及

经核查，不存在新增资金占用情况。
（2）本期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及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期末余额 2018 年期末余额 本期计提

预付账款坏账准备 50,211.55 50,211.55 0.00
本期未对预付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预付账款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2018 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对预付账款可回收金额，结合款项性质、账龄和核查情况等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按
照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对核查存在异常的预付账款判断估计难以收回，基于谨慎原则，个别认
定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019年度公司自查预付账款中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因回收可能性及时间不确
定，其余预付账款账龄 1 年以上，收回款项或者收到货物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的，出于谨慎性原则，
仍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故未对 2018年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调整。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金融工具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考虑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评
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按照三阶段分别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按照该金融工具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按照该金融
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账面
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利
息收入。

期末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预付账款，收回款项或者收到货物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出于谨慎
性原则，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对预付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补充披露前 5名预付账款交易对方名称、账面金额，说明是否为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前 5名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关联关系
1 洛阳顺易钛业有限公司 34,128.30 28,271.54 5,856.76 非关联方
2 廊坊翔坤商贸有限公司 9,265.02 9,265.02 0.00 非关联方
3 廊坊市钦纵机电产品制造有限公司 5,861.00 5,861.00 0.00 非关联方
4 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383.65 1,167.92 2,215.73 非关联方
5 青岛福瑞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520.00 2,520.00 0.00 非关联方

会计师的意见：
我们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上述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问题 9.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 16.14 亿元，较上期减少 23.47%；主营业务成本

15.97亿元，较上期增加 0.37%。 请公司按各子公司、主要产品分别说明 2019年收入及支出反向变动
的原因和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单位：万元

子公司 主要产品 2019 年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收入占比 毛利

丰越环保 有色金属回收 148,742.92 148,916.88 92.18% -0.12%
洛阳鹏起 钛合金加工产品 11,524.47 10,007.39 7.14% 13.16%
鹏起置业 商品房开发产品 1,096.60 770.63 0.68% 29.73%
合计 161,363.99 159,694.90 100.00% 1.03%
子公司 主要产品 2018 年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收入占比 毛利
丰越环保 有色金属回收 157,548.53 140,481.26 74.91% 10.83%
洛阳鹏起 钛合金加工产品 34,938.83 10,941.88 16.61% 68.68%
鹏起置业 商品房开发产品 743.01 502.35 0.35% 32.39%
宝通天宇 电子通信产品 17,095.64 5,889.38 8.13% 65.55%
合计 210,326.01 157,814.87 100.00% 24.97%

（1）有色金属回收业务产品明细及毛利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收入明细
存货名称 销售金额 成本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锌锭 17,476.64 15,364.60 11.75% 12.08%
铟锭 756.74 726.78 0.51% 3.96%
铅锭 64,360.28 69,161.05 43.27% -7.46%
二氧化锗 1,331.77 1,366.44 0.90% -2.60%
镓 0.00%
硫酸 869.03 2,165.96 0.58% -149.24%
银 35,082.44 33,503.98 23.59% 4.50%
黄金 3,710.21 2,325.37 2.49% 37.33%
三氧化二锑 5,536.81 2,589.45 3.72% 53.23%
其他 19,619.00 21,713.24 13.19% -10.67%
合计 148,742.92 148,916.88 100.00% -0.12%

2018 年收入明细
存货名称 销售金额 成本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锌锭 19,301.94 16,577.69 12.25% 14.11%
铟锭 1,179.27 1,114.57 0.75% 5.49%
铅锭 70,589.28 62,910.96 44.80% 10.88%
二氧化锗 5,872.13 4,532.61 3.73% 22.81%
镓 103.18 36.95 0.07% 64.19%
硫酸 1,109.10 2,131.71 0.70% -92.20%
银 40,919.18 40,776.22 25.97% 0.35%
黄金 3,570.78 2,300.14 2.27% 35.58%
三氧化二锑 6,145.14 2,716.99 3.90% 55.79%
其他 8,758.53 7,383.42 5.56% 15.70%
合计 157,548.54 140,481.26 100.00% 10.83%

有色金属回收业务 2019 年收入占比达 92.18%， 毛利率从 2018 年度的 10.83% 下降到 2019
年度的 -0.12%，其中：铅锭 2019 年收入占有色金属回收业务收入比重为 43.27%，铅锭毛利率从
2018 年度的 10.88%下降到 2019 年度的-7.46%； 锌锭 2019 年收入占有色金属回收业务收入比重
为 12.08%，锌锭毛利率从 2018 年度的 14.11%下降到 2019 年度的 12.08%；

有色金属回收业务收入成本反向变动的主要原因为铅锭和锌锭毛利率下降。 铅锭和锌锭毛利率
下降主要原因是销售价格的下降（2019 年铅锭销售均价 14,493.66 元/吨（不含税），较上年同期下降
12.10%；2019年锌锭销售均价 17,413.49元/吨（不含税），较上年同期下降 13.95%）。

铅价格走势：

（2）钛合金加工产品类别及毛利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收入明细

存货名称 销售金额 成本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特种车辆 3,762.87 4,545.42 32.65% -20.80%
航天船舶等产品 7,761.60 5,461.97 67.35% 29.63%
合计 11,524.47 10,007.39 100% 13.16%

2018 年收入明细
存货名称 销售金额 成本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特种车辆 638.45 421.59 1.83% 33.97%
航天船舶等产品 34,300.38 10,520.29 98.17% 69.33%
合计 34,938.83 10,941.88 100% 68.68%

钛合金加工产品收入占比从 2018 年 16.61%下降到 2019 年度的 7.14%，毛利率从 2018 年度的
68.68% 下降到 2019 年度的 13.16%，其中：航天船舶等有关产品 2019 年收入占钛合金加工产品收
入比重为 67.35%，航天船舶等有关产品毛利从 2018 年度的 69.33%下降到 2019 年度的 29.63%；

钛合金加工产品收入成本变动幅度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2019年受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债务违
约引发系列诉讼影响，银行账户、应收账款被冻结，造成经营性流动资金紧张；无法有效保障大型批
量订单的有效执行，流失了大量的批产订单导致公司主营业务航天船舶等有关产品收入大幅下降；
2019年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特种车辆零件占收入的 32.65%，毛利较航天船舶等有关产品低。

（3）商品房开发产品及电子通信产品
鹏起置业商品房开发产品 2019年收入成本与上年同期相比不存在反向变动；电子通信产品毛利

较高，2019年宝通天宇失控未参与合并亦是导致收入成本变动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与实际情况相符，主营业务成本变动与存货成本核算、销售结转相关，鉴

于上市公司未能参与丰越环保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上市公司管理层无法判定存货成本核算、销售结
转是否合理。

会计师的意见：
*ST鹏起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主营业务成本金额与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结转

金额相关，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 *ST鹏起期初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转销的合理性及会计处理的正确性，故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主营业
务成本结转的准确性，综上，我们无法判断 *ST鹏起 2019年收入及成本反向变动是否合理。

问题 10.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8.61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52.41%；前五名供应商采
购额 5.62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50.97%。 请公司：（1）分主要产品，补充披露前 5名客户名称、销售
产品及销售金额，前 5名供应商名称、供应产品及采购金额；（2）说明近两年主要产品的前五名供应商
和客户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原因；（3）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管理层与前述客户和供应商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供应商的依赖。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分主要产品，补充披露前 5名客户名称、销售产品及销售金额，前 5名供应商名称、供应产品

及采购金额；
单位：万元

前 5 名客户/供应商 前 5 名客户销售金额 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2019 年销售金额 2018 年销售金额 2019 年采购金额 2018 年采购金额

一、有色金属回收产品
上海宾竣经贸有限公司 12,893.02 6,653.77
上海凯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5,248.58 7,399.58
上海礽川实业有限公司 13,473.39
上海享威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10,047.38 32,736.07
浙江天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4,435.38
郴州郴源矿业有限公司 1,699.64 28,652.29
湖南马上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7,346.82 10,446.78
江西南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927.07 9,767.02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488.75
郴州俊腾矿业有限公司 19,731.37 18,626.62
郴州虹华轩矿业有限公司 10,724.33 1,498.54
永兴欣怡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9,936.84 4,735.13
汉中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8,436.65
郴州汇腾矿业有限公司 7,345.42
资兴市优程矿业有限公司 3,719.07 21,888.50
赣州市东驰实业有限公司 4,612.66 10,494.02
贵州本元利科技有限公司 8,803.44
资兴市英成矿业有限公司 1,449.44 10,405.82
二、钛合金铸造及精加工产品
宝鸡市 **** 金属有限公司 4,273.44 572.38
湖北 *** 机电有限公司 2,738.38 5,057.81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 1,367.81 10,621.36
中船 **** 有限责任公司 613.46 2,910.26
北京 ***** 研究所 581.73
武汉 **** 科技有限公司 151.52 2,708.19
苏州 **** 工业有限公司 2,685.06
宝鸡市中宇稀有金属有限公司 2,015.45 680.81
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原安泰科
技涿州分公司） 434.88 645.02
平顶山市信瑞达石墨制造有限公
司 829.78 255.10
洛阳顺易钛业有限公司 1,156.79 6,447.13
大连远东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59.21
北京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99.70 1,389.51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7.08
河南恒利源实业有限公司 1095.47 387.85

（2）说明近两年主要产品的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原因；
①有色金属回收产品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原因说明
丰越环保近两年客户及供应商发生变动的原因主要是丰越环保客户及供应商多为贸易公司，其

经营业务的变化导致丰越环保客户及供应商的发生变化。
②钛合金铸造及精加工产品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原因说明。
公司近两年客户及供应商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材料采购根据客户合同订单

要求进行采购。
（3）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管理层与前述客户和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对主

要客户、供应商的依赖。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经核查，公司前述客户和供应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管理层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对

主要客户、供应商的依赖。
会计师的意见：
我们未发现 *ST鹏起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管理层与前述客户和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

*ST鹏起对主要客户、供应商存在依赖。
问题 12.根据年审会计师出具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司

2019年期末还存在前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01亿
元。 请公司核实并披露上述资金占用的发生原因、具体情况、前期信息披露情况、目前余额及未来解
决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 2019年期末还存在前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控股”）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01亿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占用方名称 核算科目 目前账面余额
1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28.20
2 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41.20
3 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90.00
4 合计 10,159.40

2016年 11月 3日，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1月公司名称变更为“鹏起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鼎立控股分别签署了关于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65%股权、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稀土新材料”）100%股权、山东中凯稀
土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凯”）45%股权、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梧州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10%股
权、浙江中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1%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过公司于 2016年 11月 3日召开的
九届七次董事会、2016年 11月 21日召开的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山东中凯 45%
股权外，剩余股权转让价合计为 16,180.00万元。 依照协议约定，公司于 2016年 12月 31日前收到鼎
立控股支付的 51%股权款，金额 8,251.8万元。 除山东中凯 45%股权外，剩余股权在 2017年完成过
户，并确认对鼎立控股的应收股权款 7,928.2万元。

经公司于 2016年 11月 3日召开的九届七次董事会、2016年 11月 21日召开的 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剥离广西稀土新材料，公司对该家公司的借款担保在银行贷款到期之日一
年内，公司同意继续为该等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对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741.20万元为向其提供担保代偿的本息。

我公司持有山东中凯 45%股权，是公司的关联方，对其其他应收款 1,490.00万为剥离前的往来
款项。

针对上述债权情况，公司在年报及半年报财务报表附注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中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项中披露；且公司已根据关联方的财务状况，以前年度对鼎立控股、广西稀土新材料、山东中凯已全
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目前鼎立控股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公司已经向鼎立控股破产管理人申报
了债权，目前鼎立控股案件尚未处理完毕，公司与鼎立控股破产管理人积极沟通，尽快实现破产债
权。 因山东中凯 45%股权尚未过户，2020年 2月 3日，公司就其与鼎立控股关于山东中凯 45%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维持一审确认公司与鼎立控股签订的《关于山东
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于 2017年 7月 3日解除，公司返还鼎立控股股权转让款的
判决，公司将依据判决收回山东中凯股权，积极参与山东中凯日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对广西
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代偿的本息，公司将向债务人进行追偿。

会计师的意见：
公司 2019年期末对前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

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01亿元系历史原因形成，目前鼎立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款项的可回收性较低；另外，我们无法获知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和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

鼎立控股集团破产管理人意见：
（1）关于鹏起科技对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79, 282, 000 元事宜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鼎立控股”）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 2017年 4月 28

日由东阳市公安局刑事立案，于 2017年 5月 3日由东阳市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指定
了破产管理人。 鹏起科技账面记载的对鼎立控股应收款 79,282, 000元，系鹏起科技向鼎立控股转让
股权剩余未支付的款项，鹏起科技已经向鼎立控股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目前刑事案件和破产案
件均尚未处理完毕。

（2）关于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7,411,994.38 元事宜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于 2016年向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并由

鹏起科技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因广西鼎立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还款能力，该款项系鹏起科技
履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支付的利息款，案件已经由法院判决生效。

（3）关于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的 1,490万元应收款事宜
根据破产管理人的了解，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并非鼎立控股的关联公司，目前部分股权

登记在鹏起科技名下，款项的具体情况请向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核实。 根据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和东阳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鼎立控股与鹏起科技于 2016年 11月 3日签订的《关于山东中凯
稀土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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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有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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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鹏起”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发来的《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报有关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256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
人员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相关事项的核查工作尚未结束，公司无法在 2020 年 10 月 9 日前完成回复
工作，延期至 2020年 10月 16日前回复，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公司根据已核查情况，对《问询函》中问题 5、问题 6 进行了回复。 因剩余问题 1、问题
2、问题 3、问题 4 涉及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中，故继续延期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前回复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现将部分回复披露如下：

问题 5.半年报披露，公司营业外支出为 806.53万元，上期发生额为 1065.94万元。 请公司说明营
业外支出的具体款项情况。

公司回复：
营业外支出的具体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违约金 303.33 400.13
预计负债-对外担保利息 503.13 496.47
欠款利息 98.93
生态修复资金 40.00
其他 0.07 30.40
合计 806.53 1,065.94

问题 6.目前，公司股票已经被暂停上市。 请公司严格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
为恢复上市采取的措施，并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面临的退市风险。

公司回复：
（1）为争取 2020年公司恢复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已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
①敦促实际控制人制订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与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代偿资金等相

关问题于 2019年 12月 2日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简称“协议”）事项，因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严重违约，未能如期履行承诺，实控人已于 2020年 6月 8日单方解除《债权债务重组协议》，为尽
快解决公司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占用资金问题， 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和多家新的意向重组方谈判，寻
求合适的合作模式，公司对此给予积极支持并持续督促实际控制人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资
金占用问题。

②积极应诉，解决违规担保
对于由违规担保引起的系列诉讼，公司积极应诉，从部分已经裁决的担保纠纷案来看，法院都裁定担

保合同无效，上市公司不承担或承担部分责任。对于需要上市公司承担部分责任的诉讼，公司申请上诉或
者申请再审，与被担保方沟通，督促借款主体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尽力维护公司利益。 敦促实际控制人和
有关各方积极协商，力争取得各方的理解和支持，争取最短时间内逐步解决违规担保事项。

③处置非核心资产回笼现金
2020年公司将通过处置非核心资产回笼现金，改善公司资金流动性，支持公司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④加强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
进一步规范了公司治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水平，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依据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 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对 24 项公司规章制度进行重新制定。全面加强了内部控制，强化了印章管理、资金管理以及对
子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基础环境。

⑤稳定主要子公司生产经营
2018 年下半年公司发生一系列诉讼以来，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查封，引起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高度关注，上市公司和各子公司及时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争取金融机构的理解。
（2）风险提示
公司因连续 2018年度、2019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4.1.1条、 第 14.1.3条和第 14.1.7条的规定， 公司股票于
2020年 7月 17日起被暂停上市。 若公司 2020年度满足审计意见类型申请恢复上市条件，可申请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 同时公司目前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若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又触及
重大违法暂停上市情形，公司只有在 2020年度分别满足审计意见类型和重大违法两种情形下的申请
恢复上市条件，方可申请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公司对下属全资子
公司丰越环保和控股子公司宝通天宇失控事项， 对于失控问题的解决是公司内控治理的重要部分，
失控事项将会影响公司申请恢复上市。 为申请恢复上市公司需要聘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保荐
机构能否出具认为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具备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运作规范、无重大内控缺陷的
意见尚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申请后，申请能否通过也存在不确定性。如
果公司不满足恢复上市的条件，公司股票将在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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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9 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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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以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9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年 10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
事 11人，实际参会董事共 11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1、《关于提议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鉴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 2020年度审计费用为不超过 260 万元人
民币(含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如市场发生变化，则授权管理层作相应调整。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议案 1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同意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将另行通知。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针对议案 1，独立董事傅劲德先生、徐麟祥先生、沈银珍女士、秦波先生、周莉女士均发表了同意

意见，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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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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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前身为 1993 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经批准于 2000 年 6 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经 2012 年 12 月 24 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 号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华永道中天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
元 01室。 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
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
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等。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
员机构，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并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2、人员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于 2019年 12月 31日合伙人数为 220人，从业人员总数为

9,804人。
普华永道中天 2018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人数 1,147 人，2019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为

1,279人，拥有足够的具备证券服务业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
3、业务规模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9年度） 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6.46亿元， 净资产为

13.35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 2018年度 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77 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

计收费为人民币 5.73亿元，资产均值为人民币 11,453.28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

之和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能够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 3 年亦无

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 杨旭东， 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1 年起从事审计业

务，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
证券业务审计服务。 具有 19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普华永道中
天外兼职。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钱进，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1993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为多家上
市公司提供过 IPO 申报审计、 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审计服
务。 具有 27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普华永道中天外兼职。

本期拟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房止戈，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1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
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业务
审计服务。 具有 9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经验，拥有证券服务业从业经验，无在普华永道中天外兼职。

2.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就拟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的 2020年度审计机构，项目合伙人及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旭东

先生、质量复核合伙人钱进先生及拟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房止戈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 3年亦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
监管措。

（三）审计收费
2020年度审计费用为不超过 260万元人民币 (含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与 2019 年度审计费用持

平。 如市场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作相应调整。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的资质进行了充分了解、审查，认为其满足

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同意聘任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请 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在对公司 2019年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认真尽责，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很好地完成了年度审计工作。 同
意《关于提议继续聘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结果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继续聘用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 2020-050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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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业绩预计盈利 9,600万元左右。
2.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系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交付较上年同期增加，利润相应增加。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盈利 7,800万元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00万元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00万元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盈系根据经营情况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1.7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419.69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3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公司前三季度房地产业务实现交付较上年同期增加，且公司在规模逐步扩大情况下,商业模式不

断创新，持续提升运营效率，努力压缩费用开支所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当前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0 年三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二）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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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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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将 2020年第三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公司主要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

指标 当期及同比增长 当年及同比增长
2020 年 7-9 月 2019 年 7-9 月 同比增长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同比增长

新增房地产储备（万平方米 ） 0.00 0.00 不适用 0.00 46.49 不适用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34.46 2.41 1329.88% 67.93 8.04 744.90%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 0.00 0.00 不适用 0.00 11.82 不适用
签约销售金额 （亿元 ） 31.74 28.51 11.33% 76.12 47.45 60.42%
签约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8.45 10.92 -22.62% 25.48 18.22 39.85%

注：表格中所有面积、金额数据，均为项目整体面积、金额，未按公司权益折算。
二、公司主要房地产出租情况

物业名称 项目种类 可 出 租 面 积
(平方米 ) 出租率 2020 年 7-9 月租

金收入 （万元 ）
2020 年 1-9 月 租
金收入 （万元 ）

阳光花园 幼儿园 2,436.00 100% 15.24 29.84
泰悦豪庭 商铺 2,264.53 97.93% 65.62 130.60
华联 2 号楼及中农信商厦 购物中心及商用库房 11,785.71 100% 102.74 304.91
华联 3 号楼 商铺及购物中心 6,539.58 95.26% 138.09 521.53

写字楼 6,178.07 68.98% 78.58 304.60
琨御府项目东区 2#、3# 楼 写字楼 4,673.32 100% 324.91 974.72
琨御府项目东区 9# 楼 3-11 层 写字楼 16,194.09 100% 1,277.02 3,803.30
琨御府项目东区 9# 楼地下一层
商业 B19 号 商业 4,166.43 100% 115.91 175.78

由于房地产项目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